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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直播带货

Web 直播互动组件
实现群组成员禁⾔/取消禁⾔
微信订阅号客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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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 IM 的直播群（AVChatRoom）有以下特点：

⽆⼈数限制，可实现千万级的互动直播场景。

⽀持向全体在线⽤户推送消息（群系统通知）。

申请加群后，⽆需管理员审批，直接加⼊。

说明：

本⽂以 Web 和微信⼩程序端 SDK 为例，其他端 SDK 实现流程相同，操作略有差异。

适⽤场景

直播弹幕

AVChatRoom ⽀持弹幕、 送礼和点赞等多消息类型，轻松打造良好的直播聊天互动体验。

⽹红带货

AVChatRoom 与商业直播相结合，通过提供点赞、询价、购物券等特定消息类型，帮助直播客户实现流量变现。

教学⽩板

AVChatRoom 可提供在线课堂、⽂本消息、画笔轨迹等能⼒，轻松实现教师学⽣沟通、画笔轨迹保存、⼤班课与⼩
班课教学等教学场景。

使⽤限制

不⽀持 撤回消息。
群主不可以退群，群主退群只能通过解散群组的⽅式。

不⽀持移除群成员。

不⽀持历史消息存储。

相关⽂档

场景⽅案

实现直播群功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8 17:04:42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revok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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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

群组系统

SDK 下载

更新⽇志（Web & ⼩程序）
SDK ⼿册
集成 SDK（Web & ⼩程序）
初始化与登录（Web & ⼩程序）
消息收发（Web & ⼩程序）

群组管理（Web & ⼩程序）

使⽤指南

步骤1：创建应⽤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说明：

如果您已有应⽤，请记录其 SDKAppID，并执⾏ 步骤2。 
同⼀个腾讯云帐号，最多可创建300个即时通信 IM 应⽤。若已有300个应⽤，您可以先 停⽤并删除 ⽆需使
⽤的应⽤后再创建新的应⽤。应⽤删除后，该 SDKAppID 对应的所有数据和服务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2. 单击 +添加新应⽤。
3. 在创建应⽤对话框中输⼊您的应⽤名称，单击确定。创建完成后，可在控制台总览⻚查看新建应⽤的状态、业务
版本、SDKAppID、创建时间以及到期时间。

4. 记录该应⽤的 SDKAppID 信息。

步骤2：创建 AVChatRoom

您可以通过控制台创建群组，也可以通过调⽤ 创建群组 API 创建群组。本⽂以通过控制台创建为例。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单击⽬标应⽤卡⽚。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群组管理，单击添加群组。
3. 输⼊群名称，选填群主 ID，选择群类型为直播群。
4. 单击确定，待群组创建成功后，记录其群ID（本⽂以  @TGS#aC72FIKG3 为例）。

步骤3：集成 SDK

您可以通过 NPM 或 Script 集成 SDK，推荐使⽤ NPM 集成。本⽂以使⽤ NPM 集成为例。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3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TIM.html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0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2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30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895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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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项⽬

// Web 项⽬ 

npm install tim-js-sdk --save-dev 

⼩程序项⽬

// 微信⼩程序项⽬ 

npm install tim-wx-sdk --save-dev 

说明：

若同步依赖过程中出现问题，请切换 npm 源后再次重试。

// 切换 cnpm 源 

npm config set registry http://r.cnpmjs.org/ 

步骤4：创建 SDK 实例

// 创建 SDK 实例，TIM.create() ⽅法对于同⼀个 SDKAppID 只会返回同⼀份实例 

let options = { 

SDKAppID: 0 // 接⼊时需要将0替换为您的即时通信应⽤的 SDKAppID 

} 

let tim = TIM.create(options) // SDK 实例通常⽤ tim 表⽰ 

// 设置 SDK ⽇志输出级别，详细分级请参考 setLogLevel 接⼝的说明 

tim.setLogLevel(0) // 普通级别，⽇志量较多，接⼊时建议使⽤ 

tim.on(TIM.EVENT.SDK_READY, function (event) { 

// SDK ready 后接⼊侧才可以调⽤ sendMessage 等需要鉴权的接⼝，否则会提⽰失败！ 

// event.name - TIM.EVENT.SDK_READY 

}) 

tim.on(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function(event) { 

// 收到推送的单聊、群聊、群提⽰、群系统通知的新消息，可通过遍历 event.data 获取消息列表数据并

渲染到⻚⾯

// event.name - 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 event.data - 存储 Message 对象的数组 - [Message] 

const length = event.data.length 

let message 

for (let i = 0; i < length; i++) { 

// Message 实例的详细数据结构请参考 Message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_ga=1.43970405.1562552652.1542703643#setLogLevel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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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type 和 payload 属性需要重点关注 

// 从v2.6.0起，AVChatRoom 内的群聊消息，进群退群等群提⽰消息，增加了 nick（昵称） 和 avata

r（头像URL） 属性，便于接⼊侧做体验更好的展⽰ 

// 前提您需要先调⽤ updateMyProfile 设置⾃⼰的 nick（昵称） 和 avatar（头像 URL），请参考

updateMyProfile 接⼝的说明 

message = event.data[i] 

switch (message.type) { 

case TIM.TYPES.MSG_TEXT: 

// 收到了⽂本消息 

this._handleTextMsg(message) 

break 

case TIM.TYPES.MSG_CUSTOM: 

// 收到了⾃定义消息 

this._handleCustomMsg(message) 

break 

case TIM.TYPES.MSG_GRP_TIP: 

// 收到了群提⽰消息，如成员进群、群成员退群 

this._handleGroupTip(message)  

break 

case TIM.TYPES.MSG_GRP_SYS_NOTICE: 

// 收到了群系统通知，通过 REST API 在群组中发送的系统通知请参考 在群组中发送系统通知 API 

this._handleGroupSystemNotice(messag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_handleTextMsg(message) { 

// 详细数据结构请参考 TextPayload 接⼝的说明 

console.log(message.payload.text) // ⽂本消息内容 

} 

_handleCustomMsg(message) { 

// 详细数据结构请参考 CustomPayload 接⼝的说明 

console.log(message.payload) 

} 

_handleGroupTip(message) { 

// 详细数据结构请参考 GroupTipPayload 接⼝的说明 

switch (message.payload.operationType) {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JOIN: // 有成员加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QUIT: // 有群成员退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KICKED_OUT: // 有群成员被踢出群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updateMyProfil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8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TextPayload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CustomPayload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GroupTip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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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SET_ADMIN: // 有群成员被设为管理员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CANCELED_ADMIN: // 有群成员被撤销管理员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GRP_PROFILE_UPDATED: // 群组资料变更 

//从v2.6.0起⽀持群组⾃定义字段变更内容 

// message.payload.newGroupProfile.groupCustomField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PROFILE_UPDATED: // 群成员资料变更，例如群成员被禁⾔ 

break 

default: 

break 

} 

} 

_handleGroupSystemNotice(message) { 

// 详细数据结构请参考 GroupSystemNoticePayload 接⼝的说明 

console.log(message.payload.userDefinedField) // ⽤户⾃定义字段。使⽤ RESTAPI 发送群

系统通知时，可在该属性值中拿到⾃定义通知的内容。

// ⽤ REST API 发送群系统通知请参考 在群组中发送系统通知 API 

}

步骤5：登录 SDK

let promise = tim.login({userID: 'your userID', userSig: 'your userSig'});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 // 登录成功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login error:', imError); // 登录失败的相关信息 

}); 

步骤6：设置⾃⼰的昵称和头像

2.6.2及以上版本 SDK，AVChatRoom 内的群聊消息和群提⽰消息（例如进群退群等），都增加了 nick（昵称） 和

avatar（头像URL） 属性，您可以调⽤接⼝ updateMyProfile 设置⾃⼰的 nick（昵称） 和 avatar（头像URL）。

// 从v2.6.0起，AVChatRoom 内的群聊消息，进群退群等群提⽰消息，增加了 nick（昵称） 和 avata

r（头像URL） 属性，便于接⼊侧做体验更好的展⽰，前提您需要先调⽤ updateMyProfile 设置个⼈资

料。

// 修改个⼈标配资料 

let promise = tim.updateMyProfile({ 

nick: '我的昵称', 

avatar: 'http(s)://url/to/image.jpg' 

});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GroupSystemNoticePayload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8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updateMy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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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 // 更新资料成功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updateMyProfile error:', imError); // 更新资料失败的相关信息 

}); 

步骤7：加⼊群组

// 匿名⽤户加⼊（⽆需登录，⼊群后仅能接收消息） 

let promise = tim.joinGroup({ groupID: 'avchatroom_groupID'});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switch (imResponse.data.status) { 

case TIM.TYPES.JOIN_STATUS_WAIT_APPROVAL: // 等待管理员同意 

break 

case TIM.TYPES.JOIN_STATUS_SUCCESS: // 加群成功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加⼊的群组资料 

break 

case TIM.TYPES.JOIN_STATUS_ALREADY_IN_GROUP: // 已经在群中 

break 

default: 

break 

} 

}).catch(function(imError){ 

console.warn('joinGroup error:', imError) // 申请加群失败的相关信息 

}); 

步骤8：创建消息实例并发送

本⽂以发送⽂本消息为例。

// 发送⽂本消息，Web 端与⼩程序端相同 

// 1. 创建消息实例，接⼝返回的实例可以上屏 

let message = tim.createTextMessage({ 

to: 'avchatroom_groupID', 

conversationType: TIM.TYPES.CONV_GROUP, 

// 消息优先级，⽤于群聊（v2.4.2起⽀持）。如果某个群的消息超过了频率限制，后台会优先下发⾼优先级

的消息，详细请参考 消息优先级与频率控制 

// ⽀持的枚举值：TIM.TYPES.MSG_PRIORITY_HIGH, TIM.TYPES.MSG_PRIORITY_NORMAL（默认）,

TIM.TYPES.MSG_PRIORITY_LOW, TIM.TYPES.MSG_PRIORITY_LOWEST 

priority: TIM.TYPES.MSG_PRIORITY_NORMAL, 

payload: { 

text: 'Hello world!' 

} 

}) 

// 2. 发送消息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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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promise = tim.sendMessage(message)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 发送成功 

console.log(imResponse) 

}).catch(function(imError) { 

// 发送失败 

console.warn('sendMessage error:', imError) 

})

常⻅问题

1. ⾃⼰发送的消息  Message.nick  和  Message.avatar  都是空的，该怎么处理才能在界⾯上
正常展⽰昵称和头像？

可以通过调⽤ getMyProfile 获取⾃⼰的昵称和头像。

2. 如何在直播群中实现禁⾔功能？

可以将禁⾔功能通过⾃定义消息实现，⾃定义消息中需包含被禁⾔者的 Members_Account 与禁⾔时间，通过 群内
发⾔之前回调 将该⾃定义消息抄送⾄业务后台，业务后台调⽤ 批量禁⾔和取消禁⾔ 接⼝即可实现针对指定⽤户的禁
⾔功能。

3. 如何在直播群中实现踢⼈功能？

可以将踢⼈功能通过⾃定义消息实现，⾃定义消息中需包含被踢者的 Members_Account，通过将该消息优先级设置
为 High 避免因40条/秒消息限频后被后台抛弃，被踢者的 SDK 收到该消息后，调⽤ 退出群组 接⼝即可在直播群中

实现踢⼈功能。

4. 为什么会丢消息？

出现丢消息的可能原因如下：

直播群有40条/秒的频率限制，可通过消息发送前回调与消息发送后回调进⾏判断，若丢失的消息有收到消息发送
前回调，未收到消息发送后回调，则该消息被限频。

可参考 常⻅问题4，判断是否因为⼩程序/Web 端退出时，导致 Android/iOS/PC 同步退出。
如果是⼩程序/Web 出现问题，请确认您使⽤的 SDK 版本是否早于V2.7.6，如果是，请升级最新版。

如果您已排除以上可能性，您可以提交⼯单联系我们。

5. 如何实现点赞/关注数量统计？

先通过⾃定义消息构建点赞/关注消息类型，当⽤户在前端点击点赞/关注 icon 触发⾃定义消息下发后，将点赞/关注
消息通过 群内发⾔之前回调 抄送到业务侧，业务侧根据收到的点赞/关注消息数进⾏数量统计，每3秒 - 5秒可通过
修改群基础资料接⼝ 将该数据更新进群资料字段中，SDK 通过 拉取群资料接⼝ 即可实现点赞/关注数量统计。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getMyProfil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7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616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7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6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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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设置消息优先级更为合理？

为避免重要消息被抛弃，直播间针对所有消息提供3种优先级选择，SDK 获取消息时将会优先获取⾼优先级消息，针
对⾃定义消息优先级设置建议如下：

High：红包、礼物、踢⼈消息。

Normal：普通⽂本消息。
Low：点赞、关注消息。

7. 有没有开源的直播组件，可以直接看视频和聊天互动？

有的，且代码开源，详情请参考 腾讯云 Web 直播互动组件。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Web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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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销售⽅式成本⾼，效果难以评估。直播带货⽆疑为各⼤商家突破了营销活动中的层层阻碍，将搜索渠道、触达

渠道、下订渠道、评估渠道、运营渠道整合到了⼀起，整合后能有效避免因渠道跳转带来的⽤户流失。因此，直播

带货成为了互联⽹时代整合营销的必备之选。

有数据显⽰，2019年全国在线直播⽤户5.04亿，2020年预计5.26亿，销售规模9160亿，占我国⽹络零售规模的
8.7%。市场如此之⼤，直播带货的效果如此好，除了进驻各⼤直播平台进⾏直播以外，如何搭建⾃⼰的直播带货平
台呢？

需求背景

交互场景中需要实现以下能⼒：

聊天室功能

公告功能

⽤户加⼊群聊、退出群⾥提⽰

后台上架新商品提⽰

送礼提⽰

后台上架新礼物提⽰

点赞&点赞提⽰

直播功能

直播间状态控制功能

由此可以看出，直播带货的核⼼功能分为即时通信 IM 能⼒和直播能⼒，您可以选⽤ 即时通信 IM 与 云直播 作为需
求实现的基础。

场景化 SDK

在直播带货场景中，您可以通过⾃定义消息实现点赞、送礼、关注的提醒，通过群⾃定义字段实现商品上架通知、

群状态改变通知。基于此，我们封装了⼀个 场景化 SDK，轻松实现直播带货的场景的相关功能，详细使⽤指南请参
阅 ⼩程序直播 SDK API。

您也可以根据以下步骤搭建⾃⼰的直播带货平台：

操作步骤

⼩程序直播带货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1 18:14:0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
https://www.npmjs.com/package/im-live-sells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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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使⽤即时通信 IM 的 AVChatroom 实现直播聊天室

聊天室是直播中很重要的⼀部分，⽤户可以在这⾥发送⾃⼰想说的话并且可以收到同⼀个聊天室中其他成员的消

息。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单击**+添加新应⽤**。

2. 在创建应⽤对话框中输⼊您的应⽤名称，单击确定。
创建完成后，可在控制台总览⻚查看新建应⽤的状态、业务版本、SDKAppID、创建时间以及到期时间。

说明：

新建应⽤的业务版本默认为体验版，后续可根据需求 升级 ⾄专业版或旗舰版。 
同⼀个腾讯云账号，最多可创建300个即时通信 IM 应⽤。若已有300个应⽤，您可以先 停⽤并删除 ⽆需使

⽤的应⽤后再创建新的应⽤。应⽤删除后，该 SDKAppID 对应的所有数据和服务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3. 单击⽬标应⽤卡⽚，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群组管理。
4. 在群组管理⻚⾯，单击添加群组。
5. 在弹出的添加群组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群名称：请输⼊群组的名称，必填参数，⻓度不超过30字节。
群主 ID：请输⼊群主的 ID，选填参数，必须输⼊已注册的⽤户名。

群类型：请设置群组类型，根据 群组类型介绍，**建议设置为 
直播群 (AVChatRoom)**。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群组创建完成后，在群组列表中可以查看群 ID、群名称、群主、类型和创建时间。

步骤2：使⽤⾃定义消息实现点赞、送礼、购买等⾏为的消息通知

在直播的场景中，为达到活跃群热度的效果需要将⼤量消息实时反馈给群成员，例如有⼈送礼给主播，需要全员通

知，可能还需要⼀个特别炫酷的动效来展现。全员通知的送礼消息可以⽤ IM 的⾃定义消息来实现，并且⾃定义消息
可以携带额外信息，⽤户在发送礼消息时，可以携带上礼物信息以及⽤户信息。同理，⽤户的点赞⾏为、购买商品

⾏为、关注主播的⾏为等都可以⽤⾃定义消息来实现。⾃定义消息与⽂本消息、富⽂本消息有所不同，可以理解为

⽤户发送的⼀种特殊消息，它仅仅是传递了⼀种特殊信号。

SDK 中发送⾃定义消息的⽰例代码如下：

public async sendCustomMsgAndEmitEvent(type: string, extension?: string) { 

const message = this.tim.createCustomMessage({ 

to: this.roomID, 

conversationType: this.TIM.TYPES.CONV_GROUP,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7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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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this.TIM.TYPES.MSG_PRIORITY_HIGH, 

payload: { 

data: type, 

description: '', 

extension: extension 

} 

}) 

await this.tim.sendMessage(message) 

const res = { 

nick: this.userInfo.nick, 

avatar: this.userInfo.avatar, 

value: extension, 

userID:this.userInfo.userID 

} 

this.eventBus.emit(type, res) 

return res 

} 

步骤3：使⽤群⾃定义字段实现直播间上新商品、直播状态改变的消息通知

在直播带货场景中，主播推荐某款产品时，屏幕下⽅的商品位需要⽴即更新为当前产品，并需要通知所有在直播中

的⽤户有新的商品上线，商品上新消息⼀般由⼩助⼿触发。

从技术⾓度来看，⼩助⼿触发商品上新消息有两种⽅案：

⼩助⼿发送⾃定义消息

该⽅案要求⼩助⼿已加⼊到当前直播群中。

当群消息量太⼤时，IM 后台会根据消息优先级返回消息，⾃定义消息的优先级低，可能会出现⽤户端商品刷新不
及时的情况。

⼩助⼿修改群资料

采⽤该⽅案，⼩助⼿可以是当前直播群的群成员（例如管理员⾓⾊），也可以不是群成员。

虽然默认的群资料字段已有既定含义，但 IM 还提供了群维度的⾃定义字段，您可以⾃定义指定字段含义和读/写
权限等。

因此，推荐采⽤管理员修改群⾃定义字段的⽅式实现商品上新消息通知，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添加群⾃定义字段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群⾃定义字段。
2. 在群⾃定义字段⻚⾯，单击添加群维度⾃定义字段。

3. 在弹出的群维度⾃定义字段对话框中，输⼊字段名称，设置群组形态及其对应的读写权限。

说明：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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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只能由字⺟、数字以及下划线（_）组成，不能以数字开头，且⻓度不能超过16个字符。
群⾃定义字段名称不允许与群成员⾃定义字段名称⼀致。

4. 勾选我已经知道⾃定义字段和群组形态添加后，除了形态的读写权限可修改，⽆法删除。，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群维度⾃定义字段配置后⼤约10分钟左右⽣效。

使⽤群⾃定义字段

⼩助⼿以群管理员的⾓⾊⾝份，适时调⽤ 修改群组基础资料 REST API 更新对应的群⾃定义字段，从⽽实现直播间
的商品上新通知和直播状态改变消息通知。

步骤4：使⽤群发消息后回调实现⽤户等级统计

在直播场景中，⽤户除了头像、昵称等⼀般还有等级信息，例如观众发消息、送礼之后⽤户的成⻓等级需要增加。

您可以通过回调实现相关功能，业务⽅可通过回调获取⽤户在群组、关系链、单聊消息、在线状态等⽅⾯状态改变

时的消息，根据在群聊中⽤户发普通⽂本消息以及送礼消息来改变⽤户的等级。

回调相关操作请参⻅ 回调配置 和 第三⽅回调简介。

步骤5：使⽤云直播⽣成推流地址并开始直播

腾讯云标准直播助⼒电商平台发展，使商家更加全⾯地传递了商品信息，促进⽤户的有效决策，降低营销成本，增

加成交量。

在开始直播前，您需要通过 地址⽣成器 ⽣成推流地址，然后再进⾏ 直播推流。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6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2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108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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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介绍带 UI 的 Web 端直播互动组件 TUIPusher & TUIPlayer。TUIPusher & TUIPlayer 集成 即时通信 IM 、实时
⾳视频 TRTC等基础 SDK，为企业直播、电商带货、⾏业培训、远程教学等多种直播场景提供快速上线 Web 端直播
推拉流⼯具的解决⽅案。

TUIPusher & TUIPlayer 的优势：

贴合直播场景需求，提供了含 UI 的直播场景通⽤解决⽅案，覆盖了直播场景常⻅功能（如设备选择、美颜、直播
推流、观众拉流、聊天等），助⼒业务快速上线；

直接接⼊腾讯云实时⾳视频 TRTC、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以及腾讯云超级播放器 TCPlayer 等基础 SDK，⽅便客户
灵活扩展业务功能；

Web 端易于⽤户使⽤，易于功能迭代的天然优势；

快速体验

TUIPusher 及 TUIPlayer 功能演⽰请看下图。同时，为了⽅便您快速体验 TUIPusher & TUIPlayer 的功能，我们结合
⽤户管理系统和房间管理系统提供了 TUIPusher 体验链接 及 TUIPlayer 体验链接。

注意：

同时体验 TUIPusher 和 TUIPlayer 需要使⽤两个不同的账号登录。

Web 直播互动组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1 18:10:3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product/im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product/trtc
https://web.sdk.qcloud.com/component/tuiliveroom/tuipusher/login.html
https://web.sdk.qcloud.com/component/tuiliveroom/tuiplayer/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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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下载

Web 端直播互动组件（TUIPusher & TUIPlayer）下载⽅式如下：

TUIPusher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UILiveRoom/tree/main/Web/TUIPu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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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Player

功能介绍

TUIPusher 推流组件

⽀持采集摄像头和⻨克⻛的流并推流

可根据需求设置视频参数（帧率，分辨率，码率）

⽀持开启美颜并设置视频美颜参数

⽀持采集屏幕分享流并推流

⽀持推流到腾讯云实时⾳视频后台，推流到腾讯云 CDN
⽀持在线聊天室，和在线观众进⾏聊天互动

⽀持获取观众列表，对在线观众进⾏禁⾔操作

TUIPlayer 拉流组件

⽀持同时播放⾳视频流和屏幕分享流

⽀持在线聊天室，和主播及其他观众进⾏聊天互动

⽀持超低延时直播（300ms 延时）, 快直播（1000ms 以内延时）以及标准直播（⽀持超⾼并发观看）三种拉流线
路

兼容桌⾯浏览器及移动端浏览器，⽀持移动端浏览器横屏观看

注意：

部分浏览器不⽀持 WebRTC，只能使⽤标准直播线路观看，如需体验其他线路，请尝试更换浏览器。

接⼊⽅式

注意事项

TUIPusher & TUIPlayer 基于腾讯云实时⾳视频和即时通信服务进⾏开发。实时⾳视频 TRTC 应⽤与 即时通信 IM
应⽤的 SDKAppID ⼀致，才能复⽤账号与鉴权。
本地计算 UserSig 的⽅式仅⽤于本地开发调试，请勿直接发布到线上，⼀旦 SECRETKEY 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
⽤您的腾讯云流量。正确的 UserSig 签发⽅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向 App 的接

⼝，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 服务端⽣成
UserSig。

步骤⼀：开通腾讯云服务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UILiveRoom/tree/main/Web/TUIPlayer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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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基于即时通信 IM
⽅式2：基于实时⾳视频

步骤1：创建即时通信 IM 应⽤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单击 创建新应⽤ 将弹出对话框。 

2. 输⼊您的应⽤名称，单击 确认 即可完成创建。 

3. 您可在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总览⻚⾯查看新建应⽤的状态、业务版本、SDKAppID、创建时间以及到期时间。请
记录 SDKAppID 信息。

步骤2：获取 IM 密钥并开通实时⾳视频服务

1. 在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总览⻚单击您创建完成的即时通信 IM 应⽤，随即跳转⾄该应⽤的基础配置⻚。在 基本信
息 区域，单击 显⽰密钥，复制并保存密钥信息。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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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妥善保管密钥信息，谨防泄露。
2. 在该应⽤的基础配置⻚，开通腾讯云实时⾳视频服务。

步骤⼆：项⽬准备

1. 在 GitHub 下载 TUIPusher & TUIPlayer 代码。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UILiveRoom/tree/main/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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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 TUIPusher & TUIPlayer 安装依赖。

cd Web/TUIPusher 

npm install 

cd Web/TUIPlayer 

npm install 

3. 将 sdkAppId 和 secretKey 填⼊  TUIPush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及

 TUIPlay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配置⽂件中。 

4. 本地开发环境运⾏ TUIPusher & TUIPlayer。

cd Web/TUIPusher 

npm run serve 

cd Web/TUIPlayer 

npm run serve 

5. 可打开  http://localhost:8080  和  http://localhost:8081  体验 TUIPusher 和 TUIPlayer 功能。

6. 可更改  TUIPush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及  TUIPlayer/src/config/basic-

info-config.js  配置⽂件中的房间，主播及观众等信息，注意保持 TUIPusher 和 TUIPlayer 的房间信息，

主播信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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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完成以上配置，您可以使⽤ TUIPusher & TUIPlayer 进⾏超低延时直播，如您需要⽀持快直播和标准直
播，请继续阅读 步骤三：旁路直播。

本地计算 UserSig 的⽅式仅⽤于本地开发调试，请勿直接发布到线上，⼀旦您的  SECRETKEY  泄露，攻

击者就可以盗⽤您的腾讯云流量。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向 App 的接⼝，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 服务端⽣成 UserSig。

步骤三：旁路直播

TUIPusher & TUIPlayer 实现的快直播和标准直播依托于腾讯云 云直播服务，因此⽀持快直播和标准直播线路需要您

开启旁路推流功能。

1. 在 实时⾳视频控制台 中为您正在使⽤的应⽤开启旁路推流配置，可按需开启指定流旁路或全局⾃动旁路。 

2. 请在 域名管理 ⻚⾯添加⾃有播放域名，具体请参⻅ 添加⾃有域名。
3. 在  TUIPlay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配置⽂件中配置播放域名。

完成以上配置，您可以体验 TUIPusher & TUIPlayer ⽀持超低延时直播，快直播以及标准直播的所有功能。

步骤四：⽣产环境应⽤

当您将 TUIPusher & TUIPlayer ⽤于⽣产应⽤时，在接⼊ TUIPusher & TUIPlayer 之外，您需要：

创建⽤户管理系统，⽤于管理产品⽤户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户 ID，⽤户名，⽤户头像等。
创建房间管理系统，⽤于管理产品直播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直播间 ID、直播间名称，直播间主播信息等。
服务端⽣成 UserSig。

注意：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8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trtc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live/domainmanag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3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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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 UserSig 的⽅式，是在客户端根据您填⼊的 sdkAppId 及 secretKey ⽣成 userSig，该⽅式的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编译逆向破解，⼀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
⽅法仅适合本地跑通 TUIPusher & TUIPlayer 进⾏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向 App 的接⼝，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应⽤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 服务端⽣成
UserSig。

参考  TUIPusher/src/pusher.vue  及  TUIPlayer/src/player.vue  ⽂件，将⽤户信息、直播间信

息、SDKAppId 及 UserSig 等账号信息提交到 vuex 的 store 进⾏全局存储，您就可以跑通推拉流两个客户端的所

有功能。详细业务流程参⻅下图：

相关问题

Web 端如何实现美颜功能？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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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 开启美颜。

Web 端如何实现屏幕共享？

请参⻅ 屏幕分享。

Web 端如何实现云端录制?

1. 开启云端录制功能，具体操作请参⻅ 实现云端录制与回放。

2. 开启云端录制> 指定⽤户录制之后，Web 端可通过在调⽤ TRTC.createClient 接⼝时传⼊ userDefineRecordId 参
数开启录制。

Web 端如何实现推流到 CDN ？

Web 端推流到 CDN 请参⻅ 实现推流到 CDN。

Web 端如何实现快直播拉流？

实现快直播拉流的⽅式是通过 Web SDK 推流到 CDN 之后使⽤ WebRTC 协议拉流。

注意事项

平台⽀持

操作系统 浏览器类型 浏览器最低版本要求 TUIPlayer TUIPusher TUIPusher
屏幕分享

Mac OS
桌⾯版 Safari 浏览
器

11+ ⽀持 ⽀持

⽀持（需要

Safari13+
版本）

Mac OS
桌⾯版 Chrome 浏览
器

56+ ⽀持 ⽀持

⽀持（需要

Chrome72+
版本）

Mac OS
桌⾯版 Firefox 浏览
器

56+ ⽀持 ⽀持

⽀持（需要

Firefox66+
版本）

Mac OS 桌⾯版 Edge 浏览器 80+ ⽀持 ⽀持 ⽀持

Mac OS 桌⾯版微信内嵌⽹⻚ - ⽀持 不⽀持 不⽀持

Mac OS 桌⾯版企业微信内嵌

⽹⻚
- ⽀持 不⽀持 不⽀持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webrtc/doc/zh-cn/tutorial-28-advanced-beauty.html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webrtc/doc/en/tutorial-16-basic-screencast.html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35426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webrtc/doc/zh-cn/TRTC.html#createClient
https://web.sdk.qcloud.com/trtc/webrtc/doc/zh-cn/tutorial-26-advanced-publish-cdn-stre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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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浏览器类型 浏览器最低版本要求 TUIPlayer TUIPusher TUIPusher
屏幕分享

Windows
桌⾯版 Chrome 浏览
器

56+ ⽀持 ⽀持

⽀持（需要

Chrome72+
版本）

Windows 桌⾯版 QQ 浏览器
（极速内核）

10.4+ ⽀持 ⽀持 不⽀持

Windows
桌⾯版 Firefox 浏览
器

56+ ⽀持 ⽀持

⽀持（需要

Firefox66+
版本）

Windows 桌⾯版 Edge 浏览器 80+ ⽀持 ⽀持 ⽀持

Windows 桌⾯版微信内嵌⽹⻚ - ⽀持 不⽀持 不⽀持

Windows 桌⾯版企业微信内嵌

⽹⻚
- ⽀持 不⽀持 不⽀持

iOS 微信内嵌浏览器 - ⽀持 不⽀持 不⽀持

iOS 企业微信内嵌浏览器 - ⽀持 不⽀持 不⽀持

iOS 移动版 Safari 浏览
器

- ⽀持 不⽀持 不⽀持

iOS 移动版 Chrome 浏览
器

- ⽀持 不⽀持 不⽀持

Android 微信内嵌浏览器 - ⽀持 不⽀持 不⽀持

Android 企业微信浏览器 - ⽀持 不⽀持 不⽀持

Android 移动版 Chrome 浏览
器

- ⽀持 不⽀持 不⽀持

Android 移动版 QQ 浏览器 - ⽀持 不⽀持 不⽀持

Android 移动版 Firefox 浏览
器

- ⽀持 不⽀持 不⽀持

Android 移动端 UC 浏览器 - ⽀持（仅⽀持标

准直播观看）
不⽀持 不⽀持

域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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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户安全、隐私等问题的考虑，浏览器限制⽹⻚在 HTTPS 协议下才能正常使⽤ TUIPusher & TUIPlayer 的全
部功能。为确保⽣产环境⽤户顺畅接⼊和体验 TUIPusher & TUIPlayer 的全部功能，请使⽤ HTTPS 协议访问⾳视频
应⽤⻚⾯。

注意：

本地开发可以通过  http://localhost  协议进⾏访问。

URL 域名及协议⽀持情况请参考如下表格：

应⽤场景 协议 TUIPlayer TUIPusher TUIPusher 屏幕分享 备注

⽣产环境 HTTPS 协议 ⽀持 ⽀持 ⽀持 推荐

⽣产环境 HTTP 协议 ⽀持 不⽀持 不⽀持 -

本地开发环境  http://localhost  ⽀持 ⽀持 ⽀持 推荐

本地开发环境  http://127.0.0.1  ⽀持 ⽀持 ⽀持 -

本地开发环境  http://[本机IP]  ⽀持 不⽀持 不⽀持 -

防⽕墙限制

TUIPusher & TUIPlayer 依赖以下端⼝进⾏数据传输，请将其加⼊防⽕墙⽩名单。

TCP 端⼝：8687

UDP 端⼝：8000，8080，8800，843，443，16285
域名：qcloud.rtc.qq.com

结语

在后续的迭代中, TRTC Web 端推拉流组件会逐渐与 iOS、Andriod 等各端连通，并在 Web 端实现观众连⻨、⾼级美
颜、⾃定义布局、转推多平台、上传图⽚⽂字⾳乐等能⼒，欢迎⼤家多多使⽤、提出您的宝贵意⻅。

如果有任何需要或者反馈，可以联系：colleenyu@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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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对群内某⼀成员或全体成员禁⾔并配置禁⾔时⻓，在禁⾔期间被禁⾔成员不能在当前群内发送消息，该操作

只针对当前群有效。禁⾔期间，被禁⾔成员退群后重新加⼊该群禁⾔依旧有效，直⾄禁⾔时间结束或被取消禁⾔。

本⽂主要介绍 Web 和⼩程序端 SDK 中如何对群成员禁⾔/取消禁⾔。

使⽤限制

群组类型限制

好友⼯作群（Work
或旧版的 Private）

陌⽣⼈交友群

（Public）
临时会议群（Meeting
或旧版的 ChatRoom）

直播群

（AvChatRoom）

不⽀持 ⽀持 ⽀持 ⽀持

成员⾓⾊限制

成员⾓⾊ 权限

App 管理员 ⽀持对当前 SDKAppID 下所有群内的所有成员进⾏禁⾔/取消禁⾔操作

群主 ⽀持对当前群内的管理员和普通成员进⾏禁⾔/取消禁⾔操作

群管理员 ⽀持对当前群内的普通成员进⾏禁⾔/取消禁⾔操作

普通成员 ⽆禁⾔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确认操作权限

1. 调⽤ getGroupProfile 接⼝查看所在群组类型，确认是否⽀持禁⾔/取消禁⾔操作。

实现群组成员禁⾔/取消禁⾔
最近更新时间：2021-04-28 17:30:25

注意：

若为群组类型为 Private 或 Work（好友⼯作群）则不⽀持禁⾔。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getGroup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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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 getGroupMemberProfile 接⼝查看指定的 userID 在当前群的成员⾓⾊，确认是否有权限进⾏禁⾔/取消禁⾔操
作。

步骤2：禁⾔/取消禁⾔群成员

禁⾔/取消禁⾔单个⽤户

App 管理员、群主或群管理员调⽤接⼝ setGroupMemberMuteTime 可禁⾔/取消禁⾔指定群组内的指定成员，单次调

⽤仅⽀持禁⾔/取消禁⾔单个群成员。 
请求参数如下表所⽰。

名称 类型 描述

groupID String 群 ID

userID String 群成员 ID

muteTime Number 禁⾔时⻓，单位为秒。设置为0，表⽰取消禁⾔

请求⽰例如下：

let promise = tim.setGroupMemberMuteTime({ 

groupID: 'group1', 

userID: 'user1', 

muteTime: 1000 

}); 

禁⾔/取消禁⾔全体成员

App 管理员或群主调⽤ updateGroupProfile 接⼝可禁⾔/取消禁⾔指定群的全体管理员和普通成员。 
请求参数如下表所⽰。

名称 类型 描述

groupID String 群 ID

muteAllMembers Boolean 设置禁⾔，true 表⽰全体禁⾔，false 表⽰取消全体禁⾔

请求⽰例如下：

注意：

使⽤该功能需将 SDK 升级⾄2.6.2及以上版本。全体禁⾔或取消全体禁⾔，暂⽆相关的群提⽰消息下发。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getGroupMemberProfile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etGroupMemberMuteTime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updateGroup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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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promise = tim.updateGroupProfile({ 

groupID: 'group1', 

muteAllMembers：true, // true 全体禁⾔，false 取消全体禁⾔ 

});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修改成功后的群组详细资料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updateGroupProfile error:', imError); // 修改群组资料失败的相关信息 

}); 

步骤3：监听处理 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事件

禁⾔后，该群成员收到的被禁⾔ 群提⽰消息，可通过遍历 event.data 获取相关数据并渲染到⻚⾯。

tim.on(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function(event) { 

  // 收到推送的单聊、群聊、群提⽰、群系统通知的新消息，可通过遍历 event.data 获取消息列表数据并渲

  // event.name - 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 event.data - 存储 Message 对象的数组 - [Message] 

  const length = event.data.length; 

  let message; 

  for (let i = 0; i < length; i++) { 

    message = event.data[i]; 

    switch (message.type) { 

      // 禁⾔⽤户 A，⽤户 A 会收到被禁⾔的群提⽰消息 

      case TIM.TYPES.MSG_GRP_TIP: 

        this._handleGroupTip(message); 

        break; 

      case TIM.TYPES.MSG_TEXT: // ⽂本消息，更多消息类型请参考 Messag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_handleGroupTip(message) { 

  switch (message.payload.operationType) {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PROFILE_UPDATED: // 群成员资料变更，例如：群成员被禁⾔ 

      const memberList = message.payload.memberList; 

      for (let member of memberList) { 

说明：

在收到禁⾔/取消禁⾔的相关通知时，建议您⾃⾏实现 disable/enable 输⼊框或输⼊区域的状态。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GroupTipPayload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Mess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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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log(`${member.userID} 被禁⾔${member.muteTime}秒`); 

      }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JOIN: // 有成员加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QUIT: // 有群成员退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KICKED_OUT: // 有群成员被踢出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GRP_PROFILE_UPDATED: // 群组资料变更 

      break; 

    default: 

      break; 

  } 

} 

步骤4：判断禁⾔状态

2.6.2及以上版本 SDK，调⽤ getGroupMemberList 接⼝可以拉取群成员禁⾔截⽌时间戳（muteUntil），您根据该

值即可判断群成员是否被禁⾔，以及禁⾔的剩余时间。取消禁⾔后，该群成员的 GroupMember.muteUntil * 1000
<= Date.now()。

// 从v2.6.2 起，getGroupMemberList 接⼝⽀持拉取群成员禁⾔截⽌时间戳。 

let promise = tim.getGroupMemberList({ groupID: 'group1', count: 30, offset:0

}); // 从0开始拉取30个群成员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memberList); // 群成员列表 

for (let groupMember of imResponse.data.memberList) { 

if (groupMember.muteUntil * 1000 > Date.now()) { 

console.log(`${groupMember.userID} 禁⾔中`); 

} else { 

console.log(`${groupMember.userID} 未被禁⾔`); 

} 

}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getGroupMemberProfile error:', imError); 

}); 

2.6.2以下版本 SDK， 调⽤ getGroupMemberProfile 接⼝可以查询群成员禁⾔截⽌时间戳（muteUntil）等详细资

料。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getGroupMemberList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getGroupMember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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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使⽤ Node.js 开发⼀个简单常⻅的客服场景 Demo 为例，介绍微信订阅号集成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的基本流
程。

说明：

⽰例仅供参考，正式上线前需要进⼀步完善，例如服务器负载均衡、接⼝并发控制、信息持久化存储等。此

类优化操作不在本⽂介绍范围内，请开发者根据实际情况⾃⾏实现。

场景流程及效果图

本⽂ Demo 场景的基本流程如下：

1. 客户通过某服装电商订阅号询问“童装啥时候上新？”。
2. 客户的咨询消息经过腾讯云 IM 系统传输⾄此服装电商的坐席客服。

3. 客服⼈员回复“5⽉份会上新，敬请关注！”，消息经过腾讯云 IM 系统和微信传输推送给客户。

客户侧效果图如下：

微信订阅号客服系统
最近更新时间：2021-09-13 17: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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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客服侧效果图如下：

场景流程图如下：

注意事项

消息传输链路较⻓，可能会影响消息收发耗时。

个⼈注册的订阅号，不能使⽤微信公众平台的客服消息接⼝向订阅者主动推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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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准备⼀台可以运⾏ Node.js 的公⽹开发服务器或云服务器。
注册 微信订阅号或服务号。
详细阅读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档。

已 创建即时通信 IM 应⽤。
需提前 逐个导⼊ 或 批量导⼊ 即时通信 IM ⽤户帐号，例如 user0 和 user1。

参考⽂档

API ⽂档
第三⽅回调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指南

Express 框架教程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开发项⽬并安装依赖

npm init -y 

// express 框架 

npm i express@latest --save  

// 加密模块 

npm i crypto@latest --save 

// 解析 xml 的⼯具 

npm i xml2js@latest --save 

// 发起 http 请求 

npm i axios@latest --save 

// 计算 userSig 

npm i tls-sig-api-v2@latest --save 

步骤2：填⼊ IM 应⽤信息并计算 UserSig

// ------------ IM ------------ 

const IMAxios = axios.create({ 

timeout: 10000,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harset=UTF-8', 

},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registermidpage?action=index&lang=zh_CN&token=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ffiaccount/Basic_Information/Access_Overview.html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7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62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ffiaccount/Getting_Started/Overview.html
https://expressjs.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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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导⼊ IM 帐号系统的⽤户 ID 映射表，⾮持久化存储，作 Demo 快速检索⽤，⽣产环境请⽤别的技术

⽅案

const importedAccountMap = new Map(); 

// IM 应⽤及 App 管理员信息，请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获取 

const SDKAppID = 0; // 填⼊ IM 应⽤的 SDKAppID 

const secrectKey = ''; // 填⼊ IM 应⽤的密钥 

const AppAdmin = 'user0'; // 设置 user0 为 App 管理员帐号 

const kfAccount1 = 'user1'; // 设置 user1 为⼀个坐席客服帐号 

// 计算 UserSig，调⽤ REST API 时需要⽤到，详细操作请参考 Github 

const api = new TLSSigAPIv2.Api(SDKAppID, secrectKey); 

const userSig = api.genSig(AppAdmin, 86400*180); 

console.log('userSig:', userSig);

步骤3：配置 URL 和 Token

说明：

此指引⽂档是直接参考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指南所写，若有变动，请以 接⼊指南 为准。

1. 登录订阅号管理后台。
2. 选择基本配置，勾选协议成为开发者。
3. 单击修改配置，填写相关信息：

URL：服务器地址，⽤作接收微信消息和事件的接⼝ URL，必填参数。
Token：可任意填写，⽤作⽣成签名，该 Token 会和接⼝ URL 中包含的 Token 进⾏⽐对，从⽽验证安全性，
必填参数。

EncodingAESKey：⼿动填写或随机⽣成，⽤作消息体加解密密钥，选填参数。

步骤4：启动 Web 服务监听端⼝，并正确响应微信发送的 Token 验证

const express = require('express'); // express 框架  

const crypto = require('crypto'); // 加密模块 

const util = require('util'); 

const xml2js = require('xml2js'); // 解析 xml 

const axios = require('axios'); // 发起 http 请求 

const TLSSigAPIv2 = require('tls-sig-api-v2'); // 计算 userSig 

// ------------ Web 服务 ------------ 

var app = express(); 

// Token 需在**订阅号管理后台**&dxgt;**基本配置**设置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im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ls-sig-api-v2-node
https://mp.weixin.qq.com/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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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所有进⼊80端⼝的 get 请求 

app.get('/', function(req, res) { 

// ------------ 接⼊微信公众平台 ------------ 

// 详细请参考 微信官⽅⽂档  

// 获取微信服务器 Get 请求的参数 signature、timestamp、nonce、echostr 

var signature = req.query.signature; // 微信加密签名 

var timestamp = req.query.timestamp; // 时间戳 

var nonce = req.query.nonce; // 随机数 

var echostr = req.query.echostr; // 随机字符串 

// 将 token、timestamp、nonce 三个参数进⾏字典序排序 

var array = [myToken, timestamp, nonce]; 

array.sort(); 

// 将三个参数字符串拼接成⼀个字符串进⾏ sha1 加密 

var tempStr = array.join(''); 

const hashCode = crypto.createHash('sha1'); // 创建加密类型  

var resultCode = hashCode.update(tempStr,'utf8').digest('hex'); // 对传⼊的字符串进

⾏加密

// 开发者获得加密后的字符串可与 signature 对⽐，标识该请求来源于微信 

if (resultCode === signature) { 

res.send(echostr); 

} else { 

res.send('404 not found'); 

} 

}); 

// 监听80端⼝ 

app.listen(80);

步骤5：实现开发者服务器侧业务逻辑

收到微信推送的关注事件时，调⽤ 导⼊单个帐号 或 导⼊多个帐号 API 向帐号系统导⼊帐号。
收到微信推送的关注事件时，被动回复消息。

收到微信推送的取消关注事件时，调⽤ 删除帐号 API 将该帐号从帐号系统删除。
收到微信推送的普通消息时，调⽤ 单发单聊消息 API 向客服帐号发单聊消息。

const genRandom = function() { 

return Math.floor(Math.random() * 10000000); 

} 

// ⽣成 wx ⽂本回复的 xml 

const genWxTextReplyXML = function(to, from, content) { 

let xmlContent = '<xml><ToUserName><![CDATA[' + to + ']]></ToUserName>' 

xmlContent += '<FromUserName><![CDATA[' + from + ']]></FromUserName>'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ffiaccount/Getting_Started/Overview.html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47/3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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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Content += '<CreateTime>' + new Date().getTime() + '</CreateTime>' 

xmlContent += '<MsgType><![CDATA[text]]></MsgType>' 

xmlContent += '<Content><![CDATA[' + content + ']]></Content></xml>'; 

return xmlContent; 

} 

/** 

* 向 IM 帐号系统导⼊⽤户 

* @param {String} userID 要导⼊的⽤户 ID 

*/ 

const importAccount = function(userID) {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userID);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resolve, reject) { 

var url = util.format('https://console.tim.qq.com/v4/im_open_login_svc/account_im

port?sdkappid=%s&identifier=%s&usersig=%s&random=%s&contenttype=json', 

SDKAppID, AppAdmin, userSig, genRandom());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url:', url); 

IMAxios({ 

url: url, 

data: { 

"Identifier": userID 

}, 

method: 'POST' 

}).then((res) => { 

if (res.data.ErrorCode === 0) {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ok.', res.data); 

resolve(); 

} else { 

reject(res.data); 

} 

}).catch((error) => {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failed.', error); 

reject(error); 

}) 

}); 

} 

/** 

* 从 IM 帐号系统删除⽤户 

* @param {String} userID 要删除的⽤户 ID 

*/ 

const deleteAccount = function(userID) {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userID);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resolve, reject) { 

var url = util.format('https://console.tim.qq.com/v4/im_open_login_svc/account_de

lete?sdkappid=%s&identifier=%s&usersig=%s&random=%s&contenttype=json', 

SDKAppID, AppAdmin, userSig, genRandom());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url:', url); 

IM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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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url, 

data: { 

"DeleteItem": [ 

{ 

"UserID": userID, 

}, 

] 

}, 

method: 'POST' 

}).then((res) => { 

if (res.data.ErrorCode === 0) {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ok.', res.data); 

resolve(); 

} else { 

reject(res.data); 

} 

}).catch((error) => {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failed.', error); 

reject(error); 

}) 

}); 

} 

/** 

* 单发单聊消息 

*/ 

const sendC2CTextMessage = function(userID, content) {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userID, content);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resolve, reject) { 

var url = util.format('https://console.tim.qq.com/v4/openim/sendmsg?sdkappid=%s&i

dentifier=%s&usersig=%s&random=%s&contenttype=json', 

SDKAppID, AppAdmin, userSig, genRandom());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url:', url); 

IMAxios({ 

url: url, 

data: { 

"SyncOtherMachine": 2, // 消息不同步⾄发送⽅。若希望将消息同步⾄ From_Account，则 SyncOt

herMachine 填写1。 

"To_Account": userID, 

"MsgLifeTime":60, // 消息保存60秒 

"MsgRandom": 1287657, 

"MsgTimeStamp": Math.floor(Date.now() / 1000), // 单位为秒，且必须是整数 

"MsgBody": [ 

{ 

"MsgType": "TIMTextElem", 

"MsgContent": { 

"Text": cont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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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ethod: 'POST' 

}).then((res) => { 

if (res.data.ErrorCode === 0) {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ok.', res.data); 

resolve(); 

} else { 

reject(res.data); 

} 

}).catch((error) => {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failed.', error); 

reject(error); 

}); 

}); 

} 

// 处理微信的 post 请求 

app.post('/', function(req, res) { 

var buffer = []; 

// 监听 data 事件，⽤于接收数据 

req.on('data', function(data) { 

buffer.push(data); 

}); 

// 监听 end 事件，⽤于处理接收完成的数据 

req.on('end', function() { 

const tmpStr = Buffer.concat(buffer).toString('utf-8'); 

xml2js.parseString(tmpStr, { explicitArray: false }, function(err, result) { 

if (err) { 

console.log(err); 

res.send("success"); 

} else { 

if (!result) { 

res.send("success"); 

return; 

} 

console.log('wx post data:', result.xml); 

var wxXMLData = result.xml; 

var toUser = wxXMLData.ToUserName; // 接收⽅微信 

var fromUser = wxXMLData.FromUserName;// 发送仿微信 

if (wxXMLData.Event) { // 处理事件类型 

switch (wxXMLData.Event) { 

case "subscribe": // 关注订阅号 

res.send(genWxTextReplyXML(fromUser, toUser, '欢迎关注，XX竭诚为您服务！')); 

importAccount(fromUser).then(() => { 

// 记录已导⼊⽤户的 ID 

importedAccountMap.set(fromUs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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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case "unsubscribe": // 取消关注 

deleteAccount(fromUser).then(() => { 

importedAccountMap.delete(fromUser); 

}); 

res.send("success"); 

break; 

} 

} else { // 处理消息类型 

switch (wxXMLData.MsgType) { 

case "text": 

// 处理⽂本消息 

sendC2CTextMessage(kfAccount1, '来⾃微信订阅号的咨询：' + wxXMLData.Content).then(()

=> { 

console.log('发送C2C消息成功'); 

}).catch((error) => { 

console.log('发送C2C消息失败'); 

}); 

break; 

case "image": 

// 处理图⽚消息 

break; 

case "voice": 

// 处理语⾳消息 

break; 

case "video": 

// 处理视频消息 

break; 

case "shortvideo": 

// 处理⼩视频消息 

break; 

case "location": 

// 处理发送地理位置 

break; 

case "link": 

// 处理点击链接消息 

break; 

default: 

break;  

} 

res.send(genWxTextReplyXML(fromUser, toUser, '正在为您转接⼈⼯客服，请稍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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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注册并处理 IM 第三⽅回调

// 处理 IM 第三⽅回调的 post 请求 

app.post('/imcallback', function(req, res) { 

var buffer = []; 

// 监听 data 事件 ⽤于接收数据 

req.on('data', function(data) { 

buffer.push(data); 

}); 

// 监听 end 事件 ⽤于处理接收完成的数据 

req.on('end', function() { 

const tmpStr = Buffer.concat(buffer).toString('utf-8'); 

console.log('imcallback', tmpStr); 

const imData = JSON.parse(tmpStr); 

// kfAccount1 发的消息推送给客户 

if (imData.From_Account === kfAccount1) { 

// 组包消息，并通过微信的**客服消息**接⼝，向指定的⽤户推送消息 

// 注意！个⼈注册的订阅号不⽀持使⽤此接⼝，详情请参⻅ 客服消息 

} 

res.send({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0表⽰允许发⾔，1表⽰拒绝发⾔ 

}); 

}); 

});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ffiaccount/Message_Management/Service_Center_messag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