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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录

含 UI 集成⽅案（荐）
TUIKit 界⾯库

Android & iOS
Web
H5
Flutter

集成基础功能

Android
iOS
Web
Flutter

修改界⾯主题

Android
iOS
Flutter

设置界⾯⻛格

Android
iOS
Web
H5
Flutter

添加⾃定义消息

Android
iOS
Web
H5
Flutter

添加⾃定义表情

Android
iOS
Flutter

实现本地搜索

Android
iOS
F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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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离线推送

Android
iOS
Flutter

使⽤⾳视频通话

Android
iOS

更多⾼级能⼒

国际化界⾯语⾔

Flutter
⽤户在线状态

Flutter
对⽅正在输⼊

Flutter
消息已读回执

Flutter
表情回应

F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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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介绍

TUIKit 是基于腾讯云 IM SDK 的⼀款 UI 组件库，它提供了⼀些通⽤的 UI 组件，包含会话、聊天、搜索、关系链、
群组、⾳视频通话等功能。

基于 UI 组件您可以像搭积⽊⼀样快速搭建起⾃⼰的业务逻辑。 

TUIKit 中的组件在实现 UI 功能的同时，会调⽤ IM SDK 相应的接⼝实现 IM 相关逻辑和数据的处理，因⽽开发者在
使⽤ TUIKit 时只需关注⾃⾝业务或个性化扩展即可。 
TUIKit 从 6.9.3557 版本开始新增了全新的简约版 UI 组件，之前版本 UI 组件依旧保留，我们称之为经典版 UI 组件，
您可以根据需求⾃由选择经典版或简约版 UI 组件。

TUIKit 主要功能介绍

TUIKit 主要分为 TUISearch、TUIConversation、TUIChat、TUICallKit、TUIContact、TUIGroup 和 TUIOfflinePush

⼏个 UI ⼦组件，每个 UI 组件负责展⽰不同的内容。 

含 UI 集成⽅案（荐）
TUIKit 界⾯库
Android &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6:25:54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 共298⻚

界⾯效果如下图所⽰：

TUIChat 重点功能介绍

TUIChat 主要负责消息界⾯的展⽰。您还可以利⽤它直接发送不同类型的消息、对消息⻓按点赞/回复/引⽤、查询消
息已读回执详情等。

界⾯效果如下图所⽰：

消息界⾯ | 发送多种类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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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点赞 | 回复

消息已读回执 | 已读回执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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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Contact 重点功能介绍

TUIContact 主要负责联系⼈的展⽰、权限设置等。 
界⾯效果如下图所⽰：

关系链列表 | 联系⼈资料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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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群聊列表 | ⿊名单列表

TUIConversation 重点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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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Conversation 主要负责会话列表的展⽰和编辑。 
界⾯效果如下图所⽰：

TUIGroup 重点功能介绍

TUIGroup 主要负责群资料、群成员、群组权限的管理。 
界⾯效果如下图所⽰：

群资料及管理 | 群成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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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群⽅式管理 | 权限管理

TUISearch 重点功能介绍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 共298⻚

TUISearch 主要负责本地搜索，⽀持搜索联系⼈、群聊、聊天记录。 
界⾯效果如下图所⽰：

TUICallKit 重点功能介绍

TUICallKit 主要负责语⾳、视频通话。 
单聊通话⽰意图：

视频通话 语⾳通话 

群聊通话⽰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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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话 语⾳通话 

如果您集成了 TUIChat、TUIContact 及 TUICalllKit，您可以在 TUIChat 消息⻚、TUIContact 个⼈资料⻚启动语⾳、
视频通话。

界⾯效果如下图所⽰：

消息⻚启动 | 资料⻚启动

TUIOfflinePush 重点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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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OfflinePush 主要负责离线推送消息展⽰。 
离线推送效果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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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介绍

TUIKit 是基于腾讯云 IM SDK 的⼀款 UI 组件库，它提供了⼀些通⽤的 UI 组件，包含会话、聊天、关系链、群组、
⾳视频通话等功能。

基于 UI 组件您可以像搭积⽊⼀样快速搭建起⾃⼰的业务逻辑。 

TUIKit 中的组件在实现 UI 功能的同时，会调⽤ IM SDK 相应的接⼝实现 IM 相关逻辑和数据的处理，因⽽开发者在
使⽤ TUIKit 时只需关注⾃⾝业务或个性化扩展即可。

TUIKit 组成

TUIKit 主要分为 TUIChat、TUIConversation、TUIProfile、TUIManage 等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不同的内容，具体可
参考开源代码。

TUIKit Web 端界⾯效果如下图所⽰：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5:17:41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uikit-r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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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Chat 重点功能介绍

TUIChat 主要负责消息界⾯的展⽰。您可以利⽤它直接发送不同类型的消息，⽀持⽂字/表情/图⽚/视频/⽂件/⾃定义
等消息类型，同时⽀持消息转发/撤回/引⽤、查询、已读回执等功能。 
TUIChat Web 端界⾯效果如下图所⽰：

消息界⾯/引⽤/撤回/转发 消息

TUIConversation 功能介绍

TUIConversation 主要负责会话列表的展⽰和编辑，包含会话置顶、会话删除等功能。 
TUIConversation Web 端界⾯效果如下图所⽰：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7 共298⻚

TUIManage 功能介绍

TUIManage 主要负责会话相关信息展⽰、会话置顶、会话删除以及群组相关操作。 

TUIManage Web 端界⾯效果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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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Contact 重点功能介绍

TUIContact 主要负责关系链展⽰以及创建会话等操作。 
TUIContact Web 端界⾯效果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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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Profile 重点功能介绍

TUIProfile 主要负责⽤户资料的管理。 
TUIProfile Web 端界⾯效果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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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介绍

TUIKit 是基于腾讯云 IM SDK 的⼀款 UI 组件库，它提供了⼀些通⽤的 UI 组件，包含会话、聊天、关系链、群组、
⾳视频通话等功能。

基于 UI 组件您可以像搭积⽊⼀样快速搭建起⾃⼰的业务逻辑。 

TUIKit 中的组件在实现 UI 功能的同时，会调⽤ IM SDK 相应的接⼝实现 IM 相关逻辑和数据的处理，因⽽开发者在
使⽤ TUIKit 时只需关注⾃⾝业务或个性化扩展即可。

TUIKit 主要功能介绍

TUIKit 主要分为 TUIChat、TUIConversation、TUIGroup、TUIContact、TUIProfile⼏个 UI ⼦组件，每个 UI 组件负
责展⽰不同的内容。

TUIChat 重点功能介绍

TUIChat 主要负责消息界⾯的展⽰。您可以利⽤它直接发送不同类型的消息，⽀持⽂字/表情/图⽚/视频/⽂件/⾃定义

等消息类型，同时您还可以利⽤它对消息⻓按进⾏转发/撤回/引⽤、查询消息已读回执详情等。

TUIConversation 重点功能介绍

TUIConversation 主要负责会话列表的展⽰和编辑，包括会话置顶、会话消息免打扰、会话删除等功能。

TUIGroup 重点功能介绍

TUIGroup 主要负责群资料、群成员、群组权限的管理。

TUIContact 重点功能介绍

TUIContact 主要负责联系⼈的展⽰、权限设置等。

H5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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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Profile 重点功能介绍

TUIProfile 主要负责⽤户资料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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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介绍

TUIKit 是基于腾讯云 IM SDK 的⼀款 UI 组件库，它提供了⼀些通⽤的 UI 组件，包含会话、聊天、搜索、关系链、
群组、⾳视频通话等功能。

基于 UI 组件您可以像搭积⽊⼀样快速搭建起⾃⼰的业务逻辑。 

TUIKit 中的组件在实现 UI 功能的同时，会调⽤ IM SDK 相应的接⼝实现 IM 相关逻辑和数据的处理，因⽽开发者在
使⽤ TUIKit 时只需关注⾃⾝业务或个性化扩展即可。

⽀持平台

平台 ⽀持状态

iOS ⽀持

Android ⽀持

Web ⽀持，0.1.5版本起

macOS 开发中，敬请期待

Windows 开发中，敬请期待

混合开发 （将 Flutter SDK 添加⾄现有原⽣应⽤） 1.0.0版本起⽀持

说明：

我们致⼒于打造⼀套⽀持 Flutter 全平台的即时通信 IM SDK 及 TUIKit，帮助您⼀套代码，全平台运⾏。

体验 DEMO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DEMO，快速在线体验 TUIKit 各项能⼒。

以下各版本 DEMO，均由同⼀ Flutter 项⽬引⼊TUIKit 制作打包⽽成。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3 15:40:2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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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 APP WEB - H5

iOS/Android APP，⾃动判断平台下载 ⼿机扫码体验在线 Web 版 DEMO

TUIKit 主要功能介绍

TUIKit 按照功能主要分为聊天、关系链、⽤户或群组资料、搜索、语⾳⼏个类型的 UI 组件，每个类型的 UI 组件负
责展⽰不同的内容。具体的 UI 组件描述如下表所⽰：

组件名 组件功能

TIMUIKitConversation 会话列表组件

TIMUIKitChat 核⼼聊天组件

TIMUIKitAddFriend / TIMUIKitAddGroup 添加好友 及 添加群组 组件

TIMUIKitBlackList / TIMUIKitNewContact ⿊名单列表 及 新的联系⼈申请列表 组件

TIMUIKitContact / TIMUIKitGroup 好友列表 及 群组列表 组件

TIMUIKitProfile / TIMUIKitGroupProfile ⽤户信息 及 群组信息 组件

TIMUIKitSearch / TIMUIKitSearchMsgDetail 全局搜索/会话内搜索组件

⾳视频通话插件 单聊or群聊 的 语⾳通话&视频通话

消息推送插件 接⼊⼚商的离线推送 & 本地在线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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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效果如下图所⽰：

TIMUIKitChat 重点功能介绍

TIMUIKitChat 主要负责消息界⾯的展⽰。您可以利⽤它直接发送不同类型的消息，进⾏消息表情回应/回复/引⽤、查
询消息已读回执详情等。

界⾯效果如下图所⽰：

消息界⾯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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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回应/回复/引⽤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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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已读回执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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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tips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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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解析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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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链 重点功能介绍

关系链主要负责当前⽤户的联系⼈、群聊、⿊名单的信息展⽰。

界⾯效果如下图所⽰：

联系⼈列表(TIMUIKitContact) 新的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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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群聊列表(TIMUIKitGroup) ⿊名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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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IKitConversation 重点功能介绍

TIMUIKitConversation 主要负责会话列表的展⽰和编辑。 
界⾯效果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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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IKitProfile 重点功能介绍

TIMUIKitProfile 主要负责联系⼈的资料展⽰与管理。 
界⾯效果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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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户与群组 功能介绍

TIMUIKitAddFriend 为添加好友⻚⾯。 
TIMUIKitAddGroup 为添加群组⻚⾯。 
界⾯效果如下图所⽰：

添加好友⻚⾯(TIMUIKitAddFriend) 添加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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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IKitGroupProfile 重点功能介绍

TIMUIKitGroupProfile 主要负责群资料、群成员、群组权限的展⽰与管理。 
界⾯效果如下图所⽰：

群资料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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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群⽅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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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搜索 重点功能介绍

TIMUIKitSearch 为本地全局搜索，⽀持搜索联系⼈、群聊、聊天记录。 
TIMUIKitSearchMsgDetail 为会话内聊天历史记录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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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可查看此⽂档，界⾯效果如下图所⽰： 

⾳视频通话 重点功能介绍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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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聊视频通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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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群聊语⾳与

视频通话⽰意图： 
您可以在 TIMUIKitChat 消息⻚、TIMUIKitProfile 个⼈资料⻚等⻚⾯启动语⾳、视频通话。 
界⾯效果如下图所⽰：

消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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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推送重点功能介绍

您可通过我们的 Flutter 推送插件 集成消息推送能⼒，涵盖离线推送与在线推送。 

消息推送效果如下图所⽰：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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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从 5.7.1435 版本开始⽀持模块化集成，您可以根据⾃⼰的需求集成所需模块。 
TUIKit 从 6.9.3557 版本开始新增了全新的简约版 UI，之前的 UI 依旧保留，我们称之为经典版 UI，您可以根据需求
⾃由选择经典版或简约版 UI。

如果您还不了解各个界⾯库的功能，可以查阅⽂档 TUIKit 界⾯库介绍。

下⽂将介绍如何集成 TUIKit 组件。

开发环境要求

Android Studio-Chipmunk

Gradle-6.7.1

Android Gradle Plugin Version-4.2.0

kotlin-gradle-plugin-1.5.31

module 源码集成

集成基础功能

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3 15:56:3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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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GitHub 下载 TUIKit 源码。使 TUIKit ⽂件夹跟⾃⼰的⼯程⽂件夹同级，例如：

2.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 settings.gradle 中添加对应的 TUI 组件。TUI 组件之间相互独⽴，添加或删除均不影响⼯程
编译。

// 引⼊上层应⽤模块 

include ':app' 

   

 

// 引⼊内部组件通信模块 (必要模块) 

include ':tuicore' 

project(':tuicore').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Core/tuicore')

// 引⼊聊天功能模块 (基础功能模块) 

include ':tuichat' 

project(':tuichat').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Chat/tuichat')

// 引⼊关系链功能模块 (基础功能模块) 

include ':tuicontact' 

project(':tuicontact').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Contact/tuicontact')

// 引⼊会话功能模块 (基础功能模块) 

include ':tuiconversation' 

project(':tuiconversation').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Conversation/tuiconversation')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tree/master/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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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搜索功能模块（需要购买旗舰版套餐） 

include ':tuisearch' 

project(':tuisearch').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Search/tuisearch')

// 引⼊群组功能模块 

include ':tuigroup' 

project(':tuigroup').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Group/tuigroup')

// 引⼊离线推送功能模块 

include ':tuiofflinepush' 

project(':tuiofflinepush').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OfflinePush/tuiofflinepush')

// 引⼊社群话题功能模块（需要购买旗舰版套餐） 

include ':tuicommunity' 

project(':tuicommunity').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Community/tuicommunity')

 

 // 引⼊⾳视频通话功能模块 

include ':tuicallkit' 

project(':tuicallkit').projectDir = new File(settingsDir,

'../TUIKit/TUICallKit/tuicallkit') 

 

3. 在 APP 的 build.gradle 中添加：

dependencies { 

api project(':tuiconversation') 

api project(':tuicontact') 

api project(':tuichat') 

api project(':tuisearch') 

api project(':tuigroup') 

api project(':tuiofflinepush') 

api project(':tuicommunity') 

api project(':tuicallkit')  

} 

4. 在 gradle.properties ⽂件中加⼊下⾏，表⽰⾃动转换三⽅库以兼容 Androi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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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enableJetifier=true 

5. 添加 maven 仓库 和 Kotlin ⽀持，在 root ⼯程的 build.gradle ⽂件（与 settings.gradle 同级）中添加：

buildscript { 

ext.kotlin_version = '1.5.31' 

repositories { 

mavenCentral() 

maven { url "https://mirrors.tencent.com/nexus/repository/maven-public/" } 

} 

dependencies { 

classpath 'com.android.tools.build:gradle:4.2.0' 

classpath "org.jetbrains.kotlin:kotlin-gradle-plugin:$kotlin_vers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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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步⼯程，编译运⾏。⼯程结构预期效果如图所⽰：

7. 裁剪不需要的 UI ⽂件（可选） 
 经典版 和  简约版  UI 互不影响，可独⽴运⾏。  经典版 和  简约版 的 UI ⽂件都在各 TUI 组件中，放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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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件夹⾥，以  TUIChat  组件为例：

classicui ⽂件夹中存放的是`经典版` UI ⽂件，minimalistui ⽂件夹中存放的是`简约版` UI ⽂件, 如果您要集成简约
版 UI，可直接删除 classicui ⽂件夹，同时删除 AndroidManifest.xml ⽂件中经典版 UI 对应的 Activity 和 Service
。 > ? 经典版和简约版 UI 不能混⽤，集成多个组件时，您必须同时选择经典版 UI 或者 简约版 UI。

快速搭建

常⽤的聊天软件都是由会话列表、聊天窗⼝、好友列表、⾳视频通话等⼏个基本的界⾯组成，参考下⾯步骤，您仅

需⼏⾏代码即可在项⽬中快速搭建这些 UI 界⾯。

步骤1：组件登录

// 在⽤户 UI 点击登录的时候调⽤ 

TUILogin.login(context,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new TUICallb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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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final int code, final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 

注意：

context 必须传 Application 对象，否则部分图⽚⽆法加载。

步骤2：创建 viewPager

1. 在 activity_main.xml 中添加界⾯布局：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x.viewpager2.widget.ViewPager2 

android:id="@+id/view_pager"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0dp" 

android:layout_weight = "1"/> 

</LinearLayout> 

2. 创建 FragmentAdapter.java ⽤来配合 ViewPager2 展⽰会话和联系⼈界⾯。

import androidx.annotation.NonNull; 

import androidx.fragment.app.Fragment; 

import androidx.fragment.app.FragmentActivity; 

import androidx.fragment.app.FragmentManager; 

import androidx.lifecycle.Lifecycle; 

import androidx.viewpager2.adapter.FragmentState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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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util.List;

public class FragmentAdapter extends FragmentStateAdapter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TAG = FragmentAdapter.class.getSimpleName();

<span class="hljs-keyword">private</span> List&lt;Fragment> fragmentList; 

<span class="hljs-function"><span class="hljs-keyword">public</span> <span class=

"hljs-title">FragmentAdapter</span><span class="hljs-params">(<span class="hljs-m

eta">@NonNull</span> FragmentActivity fragmentActivity)</span> </span>{ 

<span class="hljs-keyword">super</span>(fragmentActivity); 

} 

<span class="hljs-function"><span class="hljs-keyword">public</span> <span class=

"hljs-title">FragmentAdapter</span><span class="hljs-params">(<span class="hljs-m

eta">@NonNull</span> Fragment fragment)</span> </span>{ 

<span class="hljs-keyword">super</span>(fragment); 

} 

<span class="hljs-function"><span class="hljs-keyword">public</span> <span class=

"hljs-title">FragmentAdapter</span><span class="hljs-params">(<span class="hljs-m

eta">@NonNull</span> FragmentManager fragmentManager, <span class="hljs-meta">@No

nNull</span> Lifecycle lifecycle)</span> </span>{ 

<span class="hljs-keyword">super</span>(fragmentManager, lifecycle); 

} 

<span class="hljs-function"><span class="hljs-keyword">public</span> <span class=

"hljs-keyword">void</span> <span class="hljs-title">setFragmentList</span><span c

lass="hljs-params">(List&lt;Fragment> fragmentList)</span> </span>{ 

<span class="hljs-keyword">this</span>.fragmentList = fragmentList; 

} 

<span class="hljs-meta">@NonNull</span> 

<span class="hljs-meta">@Override</span> 

<span class="hljs-function"><span class="hljs-keyword">public</span> Fragment <sp

an class="hljs-title">createFragment</span><span class="hljs-params">(<span class

="hljs-keyword">int</span> position)</span> </span>{ 

<span class="hljs-keyword">if</span> (fragmentList == <span class="hljs-keyword">

null</span> || fragmentList.size() &lt;= position) { 

<span class="hljs-keyword">return</span> <span class="hljs-keyword">new</span> Fr

agment(); 

} 

<span class="hljs-keyword">return</span> fragmentList.get(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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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hljs-meta">@Override</span> 

<span class="hljs-function"><span class="hljs-keyword">public</span> <span class=

"hljs-keyword">int</span> <span class="hljs-title">getItemCount</span><span class

="hljs-params">()</span> </span>{ 

<span class="hljs-keyword">return</span> fragmentList == <span class="hljs-keywor

d">null</span> ? <span class="hljs-number">0</span> : fragmentList.size(); 

} 

 

 } 

 

步骤3：构建核⼼ Fragment

会话列表  TUIConversationFragment  以及联系⼈列表  TUIContactFragment  界⾯数据的获取、同步、

展⽰以及交互均已在组件内部封装，UI 的使⽤与 Android 的普通 Fragment ⼀样⽅便。

在 MainActivity.java 的 onCreate ⽅法中添加以下代码：

经典版

简约版

List<Fragment> fragments = new ArrayList<>(); 

// 添加 tuiconversation 组件提供的经典版会话界⾯ 

fragments.add(new TUIConversationFragment()); 

// 添加 tuicontact 组件提供的经典版联系⼈界⾯ 

fragments.add(new TUIContactFragment());

ViewPager2 mainViewPager = findViewById(R.id.view_pager); 

FragmentAdapter fragmentAdapter = new FragmentAdapter(this); 

fragmentAdapter.setFragmentList(fragments); 

mainViewPager.setOffscreenPageLimit(2); 

mainViewPager.setAdapter(fragmentAdapter); 

mainViewPager.setCurrentItem(0, false);

步骤4：构建⾳视频通话功能

TUI 组件⽀持在聊天界⾯对⽤户发起⾳视频通话，仅需要简单⼏步就可以快速集成：

视频通话 语⾳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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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通⾳视频服务

i.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应⽤的基础配置⻚⾯。
ii. 在开通腾讯实时⾳视频服务功能区，单击免费体验即可开通 TUICallKit 的 7 天免费试⽤服务。
iii. 在弹出的开通实时⾳视频 TRTC 服务对话框中，单击确认，系统将为您在 实时⾳视频控制台 创建⼀个与当前

IM 应⽤相同 SDKAppID 的实时⾳视频应⽤，⼆者帐号与鉴权可复⽤。

2. 集成 TUICallKit 组件 
在 APP 的 build.gradle ⽂件中添加对  TUICallKit  的依赖：

api project(':tuicallkit') 

3. 发起和接收视频或语⾳通话

消息⻚发起通话 联系⼈⻚发起通话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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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TUICallKit 组件后，聊天界⾯和联系⼈资料界⾯默认会显⽰ “视频通话” 和 “语⾳通话” 两个按钮，当⽤户
点击按钮时，TUIKit 会⾃动展⽰通话邀请 UI，并给对⽅发起通话邀请请求。
当⽤户在线并且应⽤在前台时收到通话邀请时，TUIKit 会⾃动展⽰通话接收 UI，⽤户可以选择同意或则拒绝通
话。

当⽤户离线收到通话邀请时，如需唤起 App 通话，需要使⽤离线推送能⼒。离线推送的实现请参考下⼀步。

4. 添加离线推送：
实现⾳视频通话的离线推送，请参考以下⼏个步骤：

i. 配置 App 的 离线推送。
ii. 集成 TUICallKit 组件。
iii. 通过 TUICallKit 发起通话邀请的时候，默认会⽣成⼀条离线推送消息。

5. 附加增值能⼒
集成 TUIChat 和 TUICallkit 的组件后，在聊天界⾯发送语⾳消息时，即可录制带 AI 降噪和⾃动增益的语⾳消息。
该功能需要购买 ⾳视频通话能⼒进阶版及以上套餐，仅 IMSDK 7.0 及以上版本⽀持。当套餐过期后，录制语⾳消
息会切换到系统 API 进⾏录⾳。 
下⾯是使⽤两台华为 P10 同时录制的语⾳消息对⽐：

系统录制的语⾳消息 TUICallkit 录制的带 AI 降噪和⾃动增益的

开启⽂本消息翻译功能

0:000:00 / 0:00/ 0:00 0:000:00 / 0:00/ 0:0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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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消息翻译功能指的是，当您进⼊了聊天界⾯后，可以⼿动⻓按消息列表中的⽂本消息 item，在出现的菜单中，
点击【翻译】按钮，翻译⽂本。

为了避免对⽤户使⽤造成影响，翻译功能默认关闭，消息⻓按菜单中不会出现【翻译】按钮。

如果您想使⽤翻译功能，需要操作以下两步：

1. ⽂本翻译是增值付费功能，按翻译字符数量计费。当前此功能处于内测阶段，请联系腾讯云商务为您开通。未开
通服务的情况下，即使您在 UI 上显⽰了【翻译】按钮，也⽆法正常翻译。

2. 开通服务后，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设置显⽰【翻译】按钮，⽰例代码如下：

// 显⽰翻译按钮 

TUIChatConfigs.getConfigs().getGeneralConfig().setEnableTextTranslation(true); 

注意：

1. ⽂本消息翻译功能从 TUIChat 7.0 版本开始⽀持。
2. 仅⽀持⽂本消息、⽂本类的引⽤或回复消息，图⽚、语⾳、视频、⽂件、表情、⾃定义消息等不⽀持翻
译。

3. 点击【翻译】后，会将⽂本翻译成当前 TUIChat 所使⽤的语⾔。例如当前 TUIChat 语⾔为英⽂，⽆论待翻
译的⽂本是什么语⾔，都将被翻译为英⽂。

开启翻译服务及显⽰开关前后效果图如下所⽰：

经典版

简约版

不显⽰翻译按钮 显⽰翻译按钮 ⽂本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5 共298⻚

常⻅问题

提⽰ "Manifest merger failed : Attribute application@allowBackup value=(true) from AndroidManifest.xml"
如何处理？

IM SDK 中默认  allowBackup  的值为  false  ，表⽰关闭应⽤的备份和恢复功能。

您可以在您的  AndroidManifest.xml  ⽂件中删除  allowBackup  属性，表⽰关闭备份和恢复功能；也可以

在  AndroidManifest.xml  ⽂件的 application 节点中添加  tools:replace="android:allowBackup" 

表⽰覆盖 IM SDK 的设置，使⽤您⾃⼰的设置。

例如：

<manifes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package="com.tencent.qcloud.tuikit.my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ndroid:allowBackup="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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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name=".MApplication" 

android:icon="@mipmap/ic_launcher" 

android:label="@string/app_name" 

android:roundIcon="@mipmap/ic_launcher_round" 

android:supportsRtl="true" 

android:theme="@style/Theme.MyApplication" 

tools:replace="android:allowBackup"> 

<activity android:name=".MainActivity">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MAIN"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 

</intent-filter> 

</activity> 

</application> 

</manifest> 

提⽰ "NDK at /Users/***/Library/Android/sdk/ndk-bundle did not have a source.properties file" 如何处理？

只需要在 local.properties ⽂件中加⼊您的 NDK 路径，例如： 
 ndk.dir=/Users/***/Library/Android/sdk/ndk/16.1.4479499 

提⽰ "Cannot fit requested classes in a single dex file" 如何处理？

出现此问题可能是您的 API 级别设置⽐较低，需要在 App 的 build.gradle ⽂件中开启  MultiDex  ⽀持, 添加

 multiDexEnabled true  和对应依赖：

android { 

defaultConfig { 

... 

minSdkVersion 19 

targetSdkVersion 30 

multiDexEnabled true 

} 

... 

}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androidx.multidex:multidex:2.0.1" 

} 

同时，在您的 Application ⽂件中添加以下代码：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extends SomeOtherApplication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attachBaseContext(Context b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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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attachBaseContext(base); 

MultiDex.install(this); 

} 

} 

提⽰ "Plugin with id 'kotlin-android' not found." 如何处理？

因为  TUIChat  组件使⽤了 Kotlin 代码，所以需要添加 Kotlin 构建插件。请参考 module 源码集成第 5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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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IKit 从 5.7.1435 版本开始⽀持模块化集成，您可以根据⾃⼰的需求集成所需模块。 
TUIKit 从 6.9.3557 版本开始新增了全新的简约版 UI 组件，之前版本 UI 组件依旧保留，我们称之为经典版 UI 组件，
您可以根据需求⾃由选择经典版或简约版 UI 组件。

如果您还不了解各个界⾯库的功能，可以查阅⽂档 TUIKit 界⾯库介绍。

下⽂将介绍如何集成 TUIKit 组件。

开发环境要求

Xcode 10 及以上
iOS 9.0 及以上

CocoaPods 集成

1. 安装 CocoaPods。 

在终端窗⼝中输⼊如下命令（需要提前在 Mac 中安装 Ruby 环境）：

sudo gem install cocoapods 

2. 创建 Podfile ⽂件。 
进⼊项⽬所在路径输⼊以下命令⾏，之后项⽬路径下会出现⼀个 Podfile ⽂件。

pod init 

3. 根据业务需求在 Podfile 中添加对应的 TUIKit 组件之间相互独⽴，添加或删除均不影响⼯程编译。 Podfile 配置⽰
例如下：

经典版

简约版

# Uncomment the next line to define a global platform for your project 

# ...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3 15:58:3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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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TUIKit 组件⾥的 *.xcassets 与您项⽬⾥⾯冲突。 

install! 'cocoapods', :disable_input_output_paths => true

# 请使⽤您的真实项⽬名称替换 your_project_name 

target 'your_project_name' do 

# Comment the next line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dynamic frameworks 

# TUIKit 组件依赖了静态库，需要屏蔽此设置。 

# use_frameworks!

# 开启 modular headers。请按需开启，开启后 Pod 模块才能使⽤ @import 导⼊。 

# use_modular_headers!

# 集成聊天功能 

pod 'TUIChat/UI_Classic' 

# 集成会话功能 

pod 'TUIConversation/UI_Classic' 

# 集成关系链功能 

pod 'TUIContact/UI_Classic' 

# 集成群组功能 

pod 'TUIGroup/UI_Classic' 

# 集成搜索功能（需要购买旗舰版套餐） 

pod 'TUISearch/UI_Classic' 

# 集成离线推送 

pod 'TUIOfflinePush' 

# 集成⾳视频通话功能 

pod 'TUICallKit'

end

> ?1、如果您直接 `pod 'TUIChat'`，不指定经典版或简约版，默认会集成两套版本 UI 组件。 > 2、经典版和简约
版 UI 不能混⽤，集成多个组件时，您必须同时全部选择经典版 UI 或简约版 UI。 > 例如，经典版 TUIChat 组件必
须与经典版 TUIConversation、TUIContact、TUIGroup组件搭配使⽤。同理，简约版 TUIChat 组件必须与简约版
TUIConversation、TUIContact、TUIGroup 组件搭配使⽤。 > 3、如果您使⽤的是 Swift，请开启
use_modular_headers!，并将头⽂件引⽤改成 @import 模块名形式引⽤。 >

4. 执⾏以下命令，安装 TUIKit 组件。

pod install 

如果⽆法安装 TUIKit 最新版本，执⾏以下命令更新本地的 CocoaPods 仓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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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 repo update 

之后执⾏以下命令，更新组件库的Pod版本

pod update 

集成全部的 TUIKit 组件后的项⽬结构： 

快速搭建

常⽤的聊天软件都是由会话列表、聊天窗⼝、好友列表、⾳视频通话等⼏个基本的界⾯组成，参考下⾯步骤，您仅

需⼏⾏代码即可在项⽬中快速搭建这些 UI 界⾯。

说明：

关于 TUIKit 组件模块功能： 
1.如果想了解更多，您还可以 下载并运⾏ TUIKitDemo 源码，内含常⻅功能⽰例。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tree/maste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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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组件登录

登录组件后才能正常使⽤组件的功能。⽤户在 App 上点击登录时，您可以登录 TUIKit 组件。 
SDKAppID 需要在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创建并获取，userSig 需要按规则计算，详细步骤请参考⽂档 快速⼊门。

⽰例代码如下所⽰：

#import "TUILogin.h" 

- (void)loginSDK:(NSString *)userID userSig:(NSString *)sig succ:(TSucc)succ fai

l:(TFail)fail { 

[TUILogin login:SDKAppID userID:userID userSig:sig succ:^{ 

NSLog(@"登录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登录失败"); 

}]; 

} 

步骤2：构建会话列表

会话列表只需要创建  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  对象即可。会话列表会从数据库中读取最近联系

⼈，当⽤户点击联系⼈时，  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  将事件  didSelectConversation  回调

给上层。

⽰例代码如下所⽰：

经典版

简约版

#import "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h" 

// ConversationController 为您⾃⼰的 View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 ConversationController

(void)viewDidLoad { 

  [super viewDidLoad]; 

  // 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 

  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 *vc = [[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 alloc] init

  vc.delegate = self; 

  // 把 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 添加到⾃⼰的 ViewController 

  [self addChildViewController:vc];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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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view addSubview:vc.view]; 

}

(void)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TUIConversationListController *)conversationCon

didSelectConversation:(TUIConversationCell *)conversation 

{ 

  // 会话列表点击事件，通常是打开聊天界⾯ 

} 

@end 

步骤3：构建聊天窗⼝

初始化聊天界⾯时，需要上层传⼊当前聊天界⾯对应的会话信息。

⽰例代码如下所⽰：

经典版

简约版

#import "TUIC2CChatViewController.h" 

// ChatViewController 为您⾃⼰的 View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 ChatViewController

(void)viewDidLoad { 

// 创建会话信息 

TUIChatConversationModel *data = [[TUIChatConversationModel alloc] init]; 

data.userID = @"userID"; 

// TUIC2CChatViewController 

TUIC2CChatViewController *vc = [[TUIC2CChatViewController alloc] init]; 

[vc setConversationData:data]; 

// 把 TUIC2CChatViewController 添加到⾃⼰的 ViewController 

[self addChildViewController:vc]; 

[self.view addSubview:vc.view];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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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IC2CChatViewController  会⾃动拉取该⽤户的历史消息并展⽰出来。

开启⽂本消息翻译功能

⽂本消息翻译功能指的是，当您进⼊了聊天界⾯后，可以⼿动⻓按消息列表中的⽂本消息 item，在出现的菜单中，
点击【翻译】按钮，翻译⽂本。

为了避免对⽤户使⽤造成影响，翻译功能默认关闭，消息⻓按菜单中不会出现【翻译】按钮。

如果您想使⽤翻译功能，需要操作以下两步：

1. ⽂本翻译是增值付费功能，按翻译字符数量计费。当前此功能处于内测阶段，请联系腾讯云商务为您开通。未开
通服务的情况下，即使您在 UI 上显⽰了【翻译】按钮，也⽆法正常翻译。

2. 开通服务后，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设置显⽰【翻译】按钮，⽰例代码如下：

// 显⽰翻译按钮 

TUIChatConfig.defaultConfig.enableTextTranslation = YES; 

注意：

1. ⽂本消息翻译功能从 TUIChat 7.0 版本开始⽀持。

2. 仅⽀持⽂本消息、⽂本类的引⽤或回复消息，图⽚、语⾳、视频、⽂件、表情、⾃定义消息等不⽀持翻
译。

3. 点击【翻译】后，会将⽂本翻译成当前 TUIChat 所使⽤的语⾔。例如当前 TUIChat 语⾔为英⽂，⽆论待翻
译的⽂本是什么语⾔，都将被翻译为英⽂。

开启翻译服务及显⽰开关前后效果图如下所⽰：

经典版

简约版

不显⽰翻译按钮 显⽰翻译按钮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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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构建通讯录界⾯

通讯录界⾯不需要其它依赖，只需创建对象并显⽰出来即可。

经典版

简约版

#import "TUIContactController.h" 

// ContactController 为您⾃⼰的 View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 ContactController

(void)viewDidLoad { 

// 创建 TUIContactController 

TUIContactController *vc = [[TUIContactController alloc] init]; 

// 把 TUIContactController 添加到⾃⼰的 ViewController 

[self addChildViewController:vc]; 

[self.view addSubview:vc.view];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5 共298⻚

} 

@end 

注意，上⾯代码只能将  TUIContactController  初始化并展⽰出来，其中的点击⾏为（例如点击好友、添加好

友等），TUIKit 会通过  TUIContactControllerListener  抛给上层处理： 

@protocol TUIContactController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void)onSelectFriend:(TUICommonContactCell *)cell;

(void)onAddNewFriend:(TUICommonTableViewCell *)cell;

(void)onGroupConversation:(TUICommonTableViewCell *)cell; 

@end 

例如，点击好友后，您可以将好友信息⻚展⽰出来：

经典版

简约版

#import "TUIFriendProfileController.h" 

(void)onSelectFriend:(TUICommonContactCell *)cell 

{ 

  TUICommonContactCellData *data = cell.contactData; 

  // 创建好友资料 vc 

  TUIFriendProfileController *vc = [[TUIFriendProfileController alloc] init]; 

  vc.friendProfile = data.friendProfile; 

  // 展⽰好友资料 vc 

  [self.navigationController pushViewController:(UIViewController *)vc animated:Y

} 

说明：

您可以 下载 TUIKitDemo 源码，查看更多的通讯录事件实现。

步骤5：构建⾳视频通话功能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tree/maste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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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 组件⽀持在聊天界⾯对⽤户发起⾳视频通话，仅需要简单⼏步就可以快速集成：

视频通话 语⾳通话 

1. 开通⾳视频服务。

2.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应⽤的基础配置⻚⾯。

3. 在开通腾讯实时⾳视频服务功能区，单击免费体验即可开通 TUICallKit 的 7 天免费试⽤服务。

4. 在弹出的开通实时⾳视频 TRTC 服务对话框中，单击确认，系统将为您在 实时⾳视频控制台 创建⼀个与当前 IM
应⽤相同 SDKAppID 的实时⾳视频应⽤，⼆者帐号与鉴权可复⽤。

5. 集成 TUICallKit 组件。 
在 podfile ⽂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 集成⾳视频通话组件 

pod 'TUICallKit'  

6. 发起和接收视频或语⾳通话。

消息⻚发起通话 联系⼈⻚发起通话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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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TUICallKit 组件后，聊天界⾯和联系⼈资料界⾯默认会出现 “视频通话” 和 “语⾳通话” 两个按钮，当⽤户
点击按钮时，TUIKit 会⾃动展⽰通话邀请 UI，并给对⽅发起通话邀请请求。

当⽤户在线收到通话邀请时，TUIKit 会⾃动展⽰通话接收 UI，⽤户可以选择同意或者拒绝通话。
当⽤户离线收到通话邀请时，如需唤起 App 通话，就要使⽤到离线推送能⼒，离线推送的实现请参⻅ 添加离
线推送。

7. 添加离线推送。
在使⽤离线推送之前，您需要开通 IM 离线推送 服务。 

关于 App 的配置，您可以参考⽂档：集成 TUIOfflinePush 跑通离线推送功能。

配置完成后，当单击接收到的⾳视频通话离线推送通知时， TUICallKit 会⾃动拉起⾳视频通话邀请界⾯。

5. 附加增值能⼒
集成 TUIChat 和 TUICallkit 的组件后，在聊天界⾯发送语⾳消息时，即可录制带 AI 降噪和⾃动增益的语⾳消息。
该功能需要购买 ⾳视频通话能⼒进阶版及以上套餐，仅 IMSDK 7.0 及以上版本⽀持。当套餐过期后，录制语⾳消

息会切换到系统 API 进⾏录⾳。 
下⾯是使⽤两台华为 P10 同时录制的语⾳消息对⽐：

系统录制的语⾳消息 TUICallkit 录制的带 AI 降噪和⾃动增益的

0:000:00 / 0:00/ 0:00 0:000:00 / 0:00/ 0:0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3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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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题

提⽰ "target has transitive dependencies that include statically linked binaries" 如何处理？

如果在 pod 过程中出现该错误，是因为 TUIKit 使⽤到了第三⽅静态库，需要在 podfile 中注释掉
 use_frameworks! 。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需要使⽤  use_frameworks! ，则请使⽤ cocoapods 1.9.0 及以上版本进⾏  pod

install ，并修改为：

use_frameworks! :linkage => :static 

如果您使⽤的是 swift，请将头⽂件引⽤改成 @import 模块名形式引⽤。

TUICallKit 和⾃⼰集成的⾳视频库冲突了？

腾讯云的 ⾳视频库 不能同时集成，会有符号冲突，如果您使⽤了⾮ TRTC 版本的⾳视频库，建议先去掉，然后 pod
集成  TUICallKit/Professional  版本，该版本依赖的 LiteAV_Professional ⾳视频库包含了⾳视频的所有基础

能⼒。如果您使⽤了 LiteAV_Enterprise ⾳视频库，暂不⽀持和 TUICallKit 共存。具体解决⽅案可以参考⽂档：⾳
视频常⻅问题。

通话邀请的超时时间默认是多久？

通话邀请的默认超时时间是 30 秒。

在邀请超时时间内，被邀请者如果离线再上线，能否⽴即收到邀请？

如果是单聊通话邀请，被邀请者离线再上线可以收到通话邀请，TUIKit 内部会⾃动唤起通话邀请界⾯。
如果是群聊通话邀请，被邀请者离线再上线后会⾃动拉取最近 30 秒内的邀请，TUIKit 会⾃动唤起群通话界⾯。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461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4615#TRTC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4615#.E4.B8.93.E4.B8.9A.E7.89.88.EF.BC.88professional.EF.BC.8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4615#Enterpris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24#.E5.B8.B8.E8.A7.81.E9.97.AE.E9.A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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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要求

React^18.0
TypeScript
node（12.13.0 ≤ node 版本 ≤ 17.0.0, 推荐使⽤ Node.js 官⽅ LTS 版本 16.17.0）

npm（版本请与 node 版本匹配）

chat-uikit-react 集成

步骤1：创建项⽬

创建⼀个新的React项⽬，您可⾃⾏选择是否需要使⽤ts模版。

创建项⽬完成后，切换到项⽬所在⽬录。

步骤2：下载 chat-uikit-react 组件

通过 npm ⽅式下载 chat-uikit-react 并在项⽬中使⽤，另外在 GitHub 中也提供相关的开源代码，您也可在此基础上
进⾏开发您⾃⼰的组件库。

步骤3：引⼊ chat-uikit-react 组件

替换App.tsx中的内容，或者您可以新建⼀个组件引⼊

注意：

以下代码中未填⼊  SDKAppID 、  userID  和  userSig ，需在步骤四中获取相关信息后进⾏替换。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51:01

npx create-react-app sample-chat --template typescript

cd sample-chat

npm install @tencentcloud/chat-uikit-react

https://www.npmjs.com/package/@tencentcloud/chat-uikit-react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uikit-r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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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获取 SDKAppID、userID 和 userSig

SDKAppID：SDKAppID 是腾讯云 IM 服务区分客户帐号的唯⼀标识。我们建议每⼀个独⽴的 App 都申请⼀个新

的 SDKAppID。不同 SDKAppID 之间的消息是天然隔离的，不能互通。 

import React, { useEffect, useState } from 'react'; 

import { TUIKit } from '@tencentcloud/chat-uikit-react'; 

import '@tencentcloud/chat-uikit-react/dist/cjs/index.css'; 

import TIM, { ChatSDK } from 'tim-js-sdk/tim-js-friendship'; 

import TIMUploadPlugin from 'tim-upload-plugin'; 

// create tim instance && login 

const init = async ():Promise<chatsdk> => { 

return new Promise((resolve, reject) => { 

const tim = TIM.create({ SDKAppID: 0 }); 

tim?.registerPlugin({ 'tim-upload-plugin': TIMUploadPlugin }); 

const onReady = () => { resolve(tim); }; 

tim.on(TIM.EVENT.SDK_READY, onReady); 

tim.login({ 

userID: 'xxx', 

userSig: 'xxx', 

}); 

}); 

} 

export default function SampleChat() { 

const [tim, setTim] = useState<chatsdk>(); 

useEffect(() => { 

(async ()=>{ 

const tim = await init() 

setTim(tim) 

})() 

}, []) 

return ( 

<div style="{{height:" '100vh',width:="" '100vw'}}=""> 

<tuikit tim="{tim}"></tuikit> 

</di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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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查看所有的 SDKAppID，单击 创建新应⽤，可以创建新的 SDKAppID。 

userID：⽤户 ID。⾃⾏填写或者通过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进⾏创建和获取，单击⽬标应⽤卡⽚，进⼊应⽤的账号
管理⻚⾯，即可创建账号并获取 userID。例如：

userSig：⽤户登录即时通信 IM 的密码，其本质是对 UserID 等信息加密后得到的密⽂。进⼊ 即时通信 IM 控制
台，选择辅助⼯具下的 UserSig⽣成&校验 ,userSig相关介绍参⻅ ⽣成 UserSig。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tool-usersig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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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启动项⽬

注意：

1. 请确保 步骤三 代码中  SDKAppID 、  userID  和  userSig  均已成功替换，如未替换将会导致项⽬表

现异常。

2.  userID  和  userSig  为⼀⼀对应关系，具体参考 ⽣成 UserSig。 

3. 如遇到项⽬启动失败，请检查 开发环境要求 是否满⾜。

步骤6：发送您的第⼀条消息

npm run start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71/3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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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启动成功后，点击“+”图标，创建会话。
2. 在输⼊框中搜索另⼀个⽤户的 userID（参考：步骤4 -> 创建账号并获取  userID ）。

3. 点击⽤户头像发起会话。

4. 在输⼊框输⼊消息，按下"enter"键发送。 

常⻅问题

什么是 UserSig？

UserSig 是⽤户登录即时通信 IM 的密码，其本质是对 UserID 等信息加密后得到的密⽂。

如何⽣成 UserSig？

UserSig 签发⽅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向项⽬的接⼝，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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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本⽂⽰例代码采⽤的获取 UserSig 的⽅案是在客户端代码中配置 SECRETKEY，该⽅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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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式请参⻅上⽂。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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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档

SDK API ⼿册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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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TUIKit

Flutter TUIKit 是基于 Flutter IM SDK 实现的⼀套 UI 组件，其中包含会话、聊天、关系链、群组及本地搜索等功能。

基于本套 UI 组件和内置的 IM 业务逻辑，您可以像搭积⽊⼀样，快速地在您 App 中，引⼊即时通信及⽤户关系链管
理等模块。

接⼊前，您可以通过 我们的 DEMO，快速在线体验 TUIKit 各项能⼒。

说明：

本含 TUIKit 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已开源，您可引⼊ 在线版本，也可 GitHub fork 后本地引⼊使⽤。

⽬前包含的⼀级组件如下：

TIMUIKitCore 核⼼

TIMUIKitConversation 会话列表
TIMUIKitChat 聊天区域，发送消息+历史消息列表
TIMUIKitContact 联系⼈列表
TIMUIKitProfile ⽤户资料查看及关系链管理
TIMUIKitGroupProfile 群资料展⽰与管理
TIMUIKitGroup 我的群聊

TIMUIKitBlackList ⿊名单
TIMUIKitNewContact 新的联系⼈申请
TIMUIKitSearch 本地搜索，⽀持全局搜索及会话内搜索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3 15:59:3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59
https://pub.dev/packages/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uikit-flutter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re/readme.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nversation/TIMUIKitConversation-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ntact/TIMUIKitContac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Profile/TIMUIKitProfile-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GroupProfile/TIMUIKitGroupProfile-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Group/TIMUIKitGroup-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BlackList/TIMUIKitBlackLis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NewContact/TIMUIKitNewContac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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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上图 TUIKit 界⾯语⾔⽀持⾃动或⼿动在 简体中⽂/繁体中⽂/英⽂/⽇语/韩语 间切换。国际化界⾯语⾔⽤法详
情，或新增其他语⾔包，可参考本⽂档。

环境要求

环境 版本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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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版本

Flutter 最低要求 Flutter 2.10.0 版本。

Android Android Studio 3.5及以上版本，App 要求 Android 4.1及以上版本设备。

iOS Xcode 11.0及以上版本，请确保您的项⽬已设置有效的开发者签名。

⽀持平台

平台 ⽀持状态

iOS ⽀持

Android ⽀持

Web ⽀持，0.1.5版本起

macOS 开发中，敬请期待

Windows 开发中，敬请期待

混合开发 （将 Flutter SDK 添加⾄现有原⽣应⽤） 1.0.0版本起⽀持

说明：

我们致⼒于打造⼀套⽀持 Flutter 全平台的即时通信 IM SDK 及TUIKit，帮助您⼀套代码，全平台运⾏。

前提条件

1. 您已 注册腾讯云 帐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2. 参照 创建并升级应⽤ 创建应⽤，并记录好  SDKAppID 。

3. 在 IM 控制台 选择您的应⽤，在左侧导航栏依次单击 辅助⼯具 > UserSig ⽣成&校验 ，创建两个 UserID 及其对
应的 UserSig，复制  UserID 、  签名（Key） 、  UserSig 这三个，后续登录时会⽤到。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145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77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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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步骤

如下会介绍如何使⽤ Flutter TUIKit 快速构建⼀个简单的即时通信应⽤。

步骤1：创建 Flutter 应⽤并添加权限

请参⻅ Flutter ⽂档 快速创建⼀个 Flutter 应⽤。

配置权限

由于 TUIKit 运⾏，需要拍摄/相册/录⾳/⽹络等权限，需要您在 Native 的⽂件中⼿动声明，才可正常使⽤相关能⼒。

Android

https://flutter.cn/docs/get-started/test-drive?tab=terminal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9 共298⻚

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在  <manifest></manifest> 中，添加如下权

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FOREGROUND_SERVIC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VIBR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BACKGROUND_LOCAT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EXTERNAL_STORAG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AMERA"/> 

iOS

打开  ios/Podfile  ，在⽂件末尾新增如下权限代码。

post_install do |installer| 

installer.pods_project.targets.each do |target| 

flutter_additional_ios_build_settings(target) 

target.build_configurations.each do |config| 

config.build_settings['GCC_PREPROCESSOR_DEFINITIONS'] ||= [ 

'$(inherited)', 

'PERMISSION_MICROPHONE=1', 

'PERMISSION_CAMERA=1', 

'PERMISSION_PHOTOS=1', 

] 

end 

end 

end 

说明：

如您需要⽤到推送能⼒，还需要添加推送相关权限，详情可查看 Flutter ⼚商消息推送插件集成指南。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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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IM TUIkit

我们的 TUIkit 已经内含 IM SDK，因此仅需安装  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不需要再安装基础 IM SDK。

#在命令⾏执⾏： 

flutter pub add 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如果您的项⽬需要⽀持 Web，请在执⾏后续步骤前，查看 Web 兼容说明章节，引⼊ JS ⽂件。

步骤2：初始化

1. 在您应⽤启动时，初始化 IM。
2. 请务必保证先执⾏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再调⽤初始化函数  init()  ，并将您

的  sdkAppID 传⼊。

3. 为⽅便您获取API报错及建议提醒⽤户的提⽰语，此处建议挂载⼀个 onTUIKitCallbackListener 监听，详⻅此部
分。

⽰例代码如下，全部初始化参数可参考此⽂档。

/// main.dart 

import 'package:tencent_cloud_chat_uikit/tencent_cloud_chat_uikit.dart';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override 

void initState() { 

_coreInstance.init( 

sdkAppID: 0, // Replace 0 with the SDKAppID of your IM application when integrati

ng 

// language: LanguageEnum.en, // 界⾯语⾔配置，若不配置，则跟随系统语⾔ 

loglevel: LogLevelEnum.V2TIM_LOG_DEBUG, 

onTUIKitCallbackListener: (TIMCallback callbackValue){}, // [建议配置，详⻅此部分](h

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54) 

listener: V2TimSDKListener()); 

super.initState(); 

} 

} 

注意：

请在本步骤 await 初始化完成后，才可执⾏后续步骤。

登录测试账户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re/getInstance.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re/init.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re/in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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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时，您可以使⽤最开始的时候，在控制台⽣成的测试账户，完成登录验证。
2. 调⽤  _coreInstance.login  ⽅法，登录⼀个测试账户。

import 'package:tencent_cloud_chat_uikit/tencent_cloud_chat_uikit.dart';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_coreInstance.login(userID: userID, userSig: userSig); 

说明：

该账户仅限开发测试使⽤。应⽤上线前，正确的  UserSig  签发⽅式是由服务器端⽣成，并提供⾯向 App

的接⼝，在需要  UserSig  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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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 - 会话列表⻚⾯

您可以以会话列表作为您的 IM 功能⾸⻚，其涵盖了与所有有聊天记录的⽤户及群聊的会话。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re/login.html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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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创建⼀个  Conversation  类，  body  中使⽤  TIMUIKitConversation  组件，渲染会话列表。

您仅需传⼊⼀个  onTapItem  事件的处理函数，⽤于跳转⾄具体会话聊天⻚的导航。关于  Chat  类，会在下⼀

步讲解。

import 'package:flutter/material.dart'; 

import 'package:tencent_cloud_chat_uikit/tencent_cloud_chat_uikit.dart'; 

class Conversation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const Conversation({Key? key}) : super(key: key);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nversation/TIMUIKitConversation-Implementation.html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3 共298⻚

return Scaffold( 

appBar: AppBar( 

title: const Text( 

"Message", 

style: TextStyle(color: Colors.black), 

), 

), 

body: TIMUIKitConversation( 

onTapItem: (selectedConv) { 

Navigator.push( 

context, 

MaterialPageRoute( 

builder: (context) => Chat( 

selectedConversation: selectedConv, 

), 

)); 

}, 

), 

); 

} 

} 

步骤4：实现 - 会话聊天⻚⾯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4 共298⻚

该⻚⾯由顶部主体聊天历史记录及底部发送消息模块组成。

请创建⼀个  Chat  类，  body  中使⽤  TIMUIKitChat  组件，渲染聊天⻚⾯。

您最好传⼊⼀个  onTapAvatar  事件的处理函数，⽤于跳转⾄联系⼈的详细信息⻚。关于  UserProfile  类，

会在下⼀步讲解。

import 'package:flutter/material.dart'; 

import 'package:tencent_cloud_chat_uikit/tencent_cloud_chat_uikit.dart'; 

class Chat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final V2TimConversation selectedConversation;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Implemen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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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Chat({Key? key, required this.selectedConversation}) : super(key: key); 

String? _getConvID() { 

return selectedConversation.type == 1 

? selectedConversation.userID 

: selectedConversation.groupID; 

}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return TIMUIKitChat( 

conversationID: _getConvID() ?? '', // groupID or UserID 

conversationType: selectedConversation.type ?? 1, // Conversation type 

conversationShowName: selectedConversation.showName ?? "", // Conversation displa

y name 

onTapAvatar: (_) { 

Navigator.push( 

context, 

MaterialPageRoute( 

builder: (context) => UserProfile(userID: userID), 

)); 

}, // Callback for the clicking of the message sender profile photo. This callbac

k can be used with `TIMUIKitProfile`. 

); 

} 

步骤5：实现 - ⽤户详情⻚⾯

该⻚⾯默认，可在只传⼊⼀个  userID  的情况下，⾃动根据是否是好友，⽣成⽤户详情⻚。

请创建⼀个  UserProfile  类，  body  中使⽤  TIMUIKitProfile  组件，渲染⽤户详情及关系链⻚⾯。

说明：

如果您希望⾃定义该⻚⾯，请优先考虑使⽤  profileWidgetBuilder  传⼊需⾃定义的 profile 组件并配合

 profileWidgetsOrder  确定纵向排列顺序；如果⽆法满⾜，才可使⽤  builder  。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Profile/TIMUIKitProfile-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Profile/ProfileWidgetBuilder.html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6 共298⻚

import 'package:flutter/material.dart'; 

import 'package:tencent_cloud_chat_uikit/tencent_cloud_chat_uikit.dart'; 

class UserProfile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final String userID; 

const UserProfile({required this.userID, Key? key}) : super(key: key);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return Scaffold( 

appBar: AppBar( 

title: const Text( 

"Message", 

style: TextStyle(color: Colors.black), 

), 

), 

body: TIMUIKitProfile( 

userID: widget.userID, 

), 

); 

} 

} 

此时，您的应⽤已经可以完成消息收发，管理好友关系，展⽰⽤户详情及展⽰会话列表。

附加1：TUIKit 的更多能⼒

您还可以继续使⽤以下 TUIKit 组件快速实现完整 IM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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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IKitContact：联系⼈列表⻚⾯。
TIMUIKitGroupProfile：群资料⻚⾯，使⽤⽅式与  TIMUIKitProfile  基本⼀致。

TIMUIKitGroup：群列表界⾯。

TIMUIKitBlackList：⿊名单列表界⾯。
TIMUIKitNewContact：联系⼈（好友）申请列表。如需在外部显⽰⼩红点，可使⽤  TIMUIKitUnreadCount 

⼩红点组件，其会⾃动挂载监听。

本地搜索：  TIMUIKitSearch  全局搜索组件，⽀持全局搜索联系⼈/群组/聊天记录，也⽀持使⽤

 TIMUIKitSearchMsgDetail  在特定会话中搜索聊天记录。两种模式取决于是否传⼊  conversation 。

UI 组件全貌可参⻅ 本全览⽂档 或 详细⽂档。

附加2：[选装] 使⽤ Controller 控制 TUIKit

说明：

建议在 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0.1.5 及以后版本中使⽤本功能。

通过上述步骤的快速集成，您已经可以搭建⼀套可⽤的 IM 模块。如果您有其他额外的控制操作需求，可以使⽤组件
配套的 controller 完成。

使⽤场景如，在会话列表⻚⾯中，您可⾃定义会话 item 的侧滑菜单，提供置顶会话/删除会话/删除历史消息等功能；

抑或是发送消息，满⾜您的额外消息发送需求，例如通过您⾃⾏开发的送礼界⾯发送⼀条礼物消息。

⽬前我们提供三个 controller，如下：

组件 控制器 功能

TIMUIKitChat TIMUIKitChatController 刷新历史消息列表/更新单条消息/⼿动发送额外
的消息/为消息设置⾃定义字段 等

TIMUIKitConversation TIMUIKitConversationController
获取及刷新会话列表/会话置顶/设置会话的草稿/
清空会话内所有消息/删除会话/滚动到特定会话
等

TIMUIKitProfile TIMUIKitProfileController

删除联系⼈好友/置顶当前联系⼈的会话/将⽤户
加⼊⿊名单/修改被加好友⽅式/更新联系⼈备注
名/设置联系⼈消息免打扰/添加联系⼈好友/更新
⾃⼰的资料 等

他们的使⽤⽅式⼀致，以 TIMUIKitChatController 举例⽤法。完整代码可参考DEMO。

1. 在使⽤到 TIMUIKitChat 的类中，实例化⼀个 TIMUIKitChatController 对象。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ntact/TIMUIKitContac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GroupProfile/TIMUIKitGroupProfile-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Group/TIMUIKitGroup-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BlackList/TIMUIKitBlackLis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NewContact/TIMUIKitNewContac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3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59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readme.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Controller.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nversation/TIMUIKitConversation-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onversation/TIMUIKitConversationController.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Profile/TIMUIKitProfile-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Profile/TIMUIKitProfileController.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Controller.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hat-demo-flutter/blob/main/lib/src/chat.dart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Controll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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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此对象传⼊ TIMUIKitChat 的  controller  参数中。

3. 在这个类中，即可使⽤控制器，完成⾃定义操作。例如发送⼀条地理位置消息：

附加3：[选装] 使⽤更多插件丰富 TUIKit 使⽤体验

除 TUIKit 本体基础功能外，我们还提供了四个选装插件，帮助您丰富 IM 能⼒。

消息推送插件：⽀持⼚商原⽣离线推送能⼒及在线推送能⼒，并⽀持推送您的其他业务消息，帮助您提⾼消息触

达率。

⾃定义表情插件：0.1.5版本后， TUIKit ⽆⾃带表情包，需要使⽤此插件，快速简便集成表情能⼒。⽀持 emoji
unicode 编码及⾃定义图⽚表情。集成过程可参考我们的 Demo。

说明：

更多实⽤的插件正在开发中，如果您有好的想法及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Flutter for Web ⽀持

final TIMUIKitChatController _chatController = TIMUIKitChatController();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return TIMUIKitChat( 

controller: _chatController, 

// ...其他参数 

); 

}

_sendLocationMessage(String desc, double longitude, double latitude) async { 

final locationMessageInfo = await sdkInstance.v2TIMMessageManager 

.createLocationMessage( 

desc: desc, 

longitude: longitude, 

latitude: latitude); 

final messageInfo = locationMessageInfo.data!.messageInfo; 

_chatController.sendMessage( 

receiverID: _getConvID(), 

groupID:_getConvID(), 

convType: _getConvType(), 

messageInfo: messageInfo); 

}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Chat/TIMUIKitChat-Implementation.html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3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2227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c-chat-demo-flutter/blob/main/lib/src/pages/app.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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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0.1.5版本起，可完美兼容 Web 端。

相⽐ Android 和 iOS 端，需要⼀些额外步骤。如下：

引⼊ JS

说明：

如果您现有的 Flutter 项⽬不⽀持 Web，请在项⽬根⽬录下运⾏  flutter create .  添加 Web ⽀持。

进⼊您项⽬的  web/  ⽬录，使⽤  npm  或  yarn  安装相关JS依赖。初始化项⽬时，根据屏幕指引，进⾏即

可。

cd web 

npm init 

npm i tim-js-sdk 

npm i tim-upload-plugin 

打开  web/index.html  ，在     间引⼊JS⽂件。如下：

<script src="./node_modules/tim-upload-plugin/index.js"></script> 

<script src="./node_modules/tim-js-sdk/tim-js-friendship.js"></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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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题

Android 端报错  compileSdkVersion  不合适怎么办？

1. 请在您项⽬的  pubspec.yaml  ⽂件中，指定确保如下两个插件的版本。

video_thumbnail: ^0.5.3 

permission_handler: ^10.0.0 

flutter_local_notifications: 9.7.0 

2. 修改  android/app/build.gradle  ⽂件，保证  android => compileSdkVersion 33 。

android { 

compileSdkVersion 33 

... 

} 

3. 执⾏如下命令，重新安装 Android 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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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pub cache clean 

flutter pub get 

在 Flutter 2.x 上，Android 构建报错  Codepoint 984472 not found in font,
aborting.  怎么办？

在您的编译命令中，加⼊  --no-tree-shake-icons 。如：

flutter build apk --no-tree-shake-icons --dart-define=SDK_APPID={您的SDKAPPID} 

iOS 端 Pods 依赖⽆法安装成功怎么办？

尝试⽅案⼀：配置运⾏后，如果报错，可以单击 Product > Clean Build Folder，清除产物后重新  pod
install  或  flutter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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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案⼆：⼿动删除  ios/Pods  ⽂件夹，及  ios/Podfile.lock  ⽂件，并执⾏如下命令，重新安装依赖

1. 搭载新款 Apple Silicon 的Mac设备，如 M1。

cd ios 

sudo arch -x86_64 gem install ffi 

arch -x86_64 pod install --repo-update 

2. 搭载⽼款 Intel 芯⽚的 Mac 设备。

cd ios 

sudo gem install ffi 

pod install --repo-update 

佩戴 Apple Watch 时，真机调试 iOS 报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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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 Apple Watch 调整⾄⻜⾏模式，并将 iPhone 的蓝⽛功能通过  设置 => 蓝⽛  彻底关闭。

重新启动 Xcode（若打开），并重新  flutter run  即可。

Flutter 环境问题如何确认？

如您需得知 Flutter 的环境是否存在问题，请运⾏ Flutter doctor 检测 Flutter 环境是否装好。

使⽤ Flutter ⾃动⽣成的项⽬，引⼊ TUIKit 后，运⾏ Android 端报错怎么办？

1. 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根据如下，补全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

 android:label="@string/android_label"  及  tools:replace="android:label" 。

2. 打开  android\app\build.gradle ，补全  defaultConfig  中  minSdkVersion  及

 targetSdkVersion 。

如果国际化界⾯语⾔？

国际化界⾯语⾔⽤法详情，或新增其他语⾔包，可参考本⽂档。

如何获取 API 接⼝调⽤报错/Flutter 层报错/弹窗提⽰信息？

请在初始化 TUIKit 时，挂载  onTUIKitCallbackListener  监听。

该监听⽤于返回包括：SDK API 错误 / Flutter 报错 / ⼀些可能需要弹窗提⽰⽤户的场景信息。

<manifes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package=

"替换成您的 Android 端包名"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pplication android:label="@string/android_label" tools:replace="android:labe

l" android:icon="@mipmap/ic_launcher" 指定⼀个="" icon="" 路径="" android:usescl

eartexttraffic="true" android:requestlegacyexternalstorage="true">

defaultConfig { 

applicationId "" // 替换成您的Android端包名 

minSdkVersion 21 

targetSdkVersion 30 

}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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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IMCallbackType 确定类型。

⽰例代码如下。您可以根据您的业务需要，修改以下代码，⾃定义提醒⽤户的逻辑，包括但不限于弹窗/横幅等。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final isInitSuccess = await _coreInstance.init( 

onTUIKitCallbackListener: (TIMCallback callbackValue){ 

switch(callbackValue.type) { 

case TIMCallbackType.INFO: 

// Shows the recommend text for info callback directly 

Utils.toast(callbackValue.infoRecommendText!); 

break; 

case TIMCallbackType.API_ERROR: 

//Prints the API error to console, and shows the error message. 

print("Error from TUIKit: ${callbackValue.errorMsg}, Code: ${callbackValue.errorC

ode}"); 

if (callbackValue.errorCode == 10004 && callbackValue.errorMsg!.contains("not sup

port @all")) { 

Utils.toast(imt("当前群组不⽀持@全体成员")); 

}else{ 

Utils.toast(callbackValue.errorMsg ?? callbackValue.errorCode.toString()); 

} 

break; 

case TIMCallbackType.FLUTTER_ERROR: 

default: 

// prints the stack trace to console or shows the catch error 

if(callbackValue.catchError != null){ 

Utils.toast(callbackValue.catchError.toString()); 

}else{ 

print(callbackValue.stackTrace); 

} 

} 

}, 

); 

下⾯，分别介绍这三种类型的回调：

SDK API 错误（  TIMCallbackType.API_ERROR ）

该场景下，提供 SDK API 原⽣  errorMsg 及  errorCode 。

错误码请参考该⽂档

Flutter 报错（  TIMCallbackType.FLUTTER_ERROR ）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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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错误由监听 Flutter 原⽣抛出异常产⽣，提供错误发⽣时的  stackTrace (来⾃  FlutterError.onError )

或  catchError (来⾃ try-catch)。

场景信息（  TIMCallbackType.INFO ）

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信息弹窗提⽰⽤户。

具体提⽰规则和弹窗样式可由您决定。

提供  infoCode 场景码帮助您确定当前的场景，及默认的提⽰推荐语  infoRecommendText 。

您可直接弹窗提⽰我们的推荐语，也可根据场景码⾃定义推荐语。推荐语语⾔使⽤系统语⾔语⾔或您指定的语⾔，

请勿根据推荐语来判断场景。

场景码规则如下：

场景码由七位数组成，前五位数确定场景发⽣的组件，后两位确定具体的场景表现。

场景码开头 对应的组件

66601  TIMUIKitAddFriend 

66602  TIMUIKitAddGroup 

66603  TIMUIKitBlackList 

66604  TIMUIKitChat 

66605  TIMUIKitContact 

66606  TIMUIKitConversation 

66607  TIMUIKitGroup 

66608  TIMUIKitGroupProfile 

66609  TIMUIKitNewContact 

66610  TIMUIKitGroupProfile 

66611  TIMUIKitNewContact 

66612  TIMUIKitProfile 

66613  TIMUIKitSearch 

66614 通⽤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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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场景码清单如下：

场景码

 infoCode 
推荐提⽰语  infoRecommendText  场景描述

6660101 好友申请已发送 ⽤户申请添加其他⽤户为联系⼈

6660102 该⽤户已是好友
⽤户申请添加其他已是好友的⽤户为好友时，触发

 onTapAlreadyFriendsItem  回调

6660201 群申请已发送 ⽤户申请加⼊需要管理员审批的群聊

6660202 您已是群成员
⽤户申请加群时，判断⽤户已经是当前群成员，触

发  onTapExistGroup  回调

6660401 ⽆法定位到原消息
当⽤户需要跳转⾄@消息或者是引⽤消息时，在消
息列表中查不到⽬标消息

6660402 视频保存成功 ⽤户在消息列表，点开视频消息后，选择保存视频

6660403 视频保存失败 ⽤户在消息列表，点开视频消息后，选择保存视频

6660404 说话时间太短 ⽤户发送了过短的语⾳消息

6660405 发送失败,视频不能⼤于 100MB ⽤户试图发送⼤于 100MB 的视频

6660406 图⽚保存成功 ⽤户在消息列表，点开图⽚⼤图后，选择保存图⽚

6660407 图⽚保存失败 ⽤户在消息列表，点开图⽚⼤图后，选择保存图⽚

6660408 已复制 ⽤户在弹窗内选择复制⽂字消息

6660409 暂未实现 ⽤户在弹窗内选择⾮标功能

6660410 其他⽂件正在接收中 ⽤户点击下载⽂件消息时，前序下载任务还未完成

6660411 正在接收中 ⽤户点击下载⽂件消息

6660412 视频消息仅限 mp4 格式 ⽤户发送了⼀条⾮ mp4 格式的视频消息

6660413 已加⼊待下载队列，其他⽂件下载中 已加⼊待下载队列，其他⽂件下载中

6661001 ⽆⽹络连接，⽆法修改 当⽤户试图在⽆⽹络环境下，修改群资料

6661002 ⽆⽹络连接，⽆法查看群成员 当⽤户试图在⽆⽹络环境下，修改群资料

6661003 成功取消管理员⾝份 ⽤户将群内其他⽤户移除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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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码

 infoCode 
推荐提⽰语  infoRecommendText  场景描述

6661201 ⽆⽹络连接，⽆法修改
当⽤户试图在⽆⽹络环境下，修改⾃⼰或联系⼈的

资料

6661202 好友添加成功
在资料⻚添加其他⽤户为好友，并⾃动添加成功，

⽆需验证

6661203 好友申请已发出 在资料⻚添加其他⽤户为好友，对⽅设置需要验证

6661204 当前⽤户在⿊名单
在资料⻚添加其他⽤户为好友，对⽅在⾃⼰的⿊名

单内

6661205 好友添加失败
在资料⻚添加其他⽤户为好友，添加失败，可能是

由于对⽅禁⽌加好友

6661206 好友删除成功 在资料⻚删除其他⽤户为好友，成功

6661207 好友删除失败 在资料⻚删除其他⽤户为好友，失败

6661401 输⼊不能为空 当⽤户在录⼊信息时，输⼊了空字符串

6661402 请传⼊离开群组⽣命周期函数，提供

返回⾸⻚或其他⻚⾯的导航⽅法
⽤户退出群或解散群时，为提供返回⾸⻚办法

6661403 设备存储空间不⾜，建议清理，以获

得更好使⽤体验

在login成功后，会⾃动检测设备存储空间，如果不
⾜1GB，会提⽰存储空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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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TUI 组件默认内置了：轻量、活泼、深沉共三套主题。您可以任意切换或者修改内置主题，也可以按需新增主题。

主题资源

您可以在任⼀ TUI 组件内部的  res  ⽂件夹下看到该组件所⽀持的主题资源。以 TUIChat 组件为例，您可以在

 TUIChat/tuichat/src/main/  下看到资源⽂件夹；  res-light 、  res-serious  和  res-lively  ⽂

件夹中分别为 TUIChat 组件内置的轻量版、深沉版和活泼版主题资源，  res  ⽂件夹中为通⽤资源。

主题资源⽂件夹的⽬录结构与通⽤资源的⽬录结构⼀致。

应⽤主题

 TUIKit  默认使⽤轻量版主题。当您需要对 TUI 组件以及您的 App 主⼯程设置主题时，可以调⽤

 TUIThemeManager  的  changeTheme  ⽅法来设置当前主题。

您可以参考  TUIKitDemo  的 ThemeSelectActivity.java ⽂件中的代码。

也可以使⽤如下⽅法切换主题：

修改界⾯主题

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8:38:32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blob/master/Android/Demo/app/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im/demo/login/ThemeSelectActivity.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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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量版 themeID 为 0， 活泼版 themeID 为 1， 深沉版 themeID 为 2 

TUIThemeManager.getInstance().changeTheme(context, themeID); 

System.exit(0); 

Intent intent = context.getPackageManager().getLaunchIntentForPackage(context.get

PackageName()); 

context.startActivity(intent); 

获取主题内资源

说明：

主题属性皆定义在各组件的  src/main/res/values/tui_theme_attrs.xml  ⽂件中，属性名不可重

复。

应⽤主题成功之后, 在 Java 代码中，可以调⽤ TUIThemeManager.getAttrResId(context, attrID) ⽅法根据主题属性来

获取资源 ID，然后再根据获取到的资源 ID 获取真正的资源，例如：

mArrowImageView.setBackgroundResource(TUIThemeManager.getAttrResId(getContext(),

R.attr.chat_jump_recent_down_icon)); 

replyContentTv.setTextColor(resources.getColor(TUIThemeManager.getAttrResId(conte

xt, R.attr.chat_other_reply_text_color)));  

在 XML 资源⽂件中，可以使⽤ ?attr/** 的⽅式，根据主题属性来使⽤当前主题下的资源，例如：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hape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shape="ring" 

android:innerRadius="22.5dp" 

android:thickness="1.5dp" 

android:useLevel="false"> 

<solid android:color="?attr/core_primary_color" /> 

</shape> 

<ImageView 

android:id="@+id/demo_login_theme_arrow" 

android:layout_width="9.6dp" 

android:layout_height="9.6dp" 

android:layout_gravity="center" 

android:background="?attr/demo_login_language_ar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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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上⾯两种⽅法只能获取当前已经应⽤成功了的主题的资源 ID，⽆法获取未应⽤的主题下的资源 ID。

修改内置主题

TUI 组件⽬前可以修改内置的主题，按照下列步骤，可对内置主题的颜⾊、字体、图⽚等资源做⾃定义变更。

1. 找到要修改的主题下具体的资源；
2. 替换或者修改资源；
3. 切换到对应主题下，查看效果。

例如，  TUIChat  组件中⾃⼰发出的⽂本消息的⽓泡背景⾊，在不同主题下有不⼀样的颜⾊。 

该背景⾊在内置的 “活泼” 主题下的⾊值为 #FF9D85，现在想要修改成 #EA286C，您只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操作即

可：

1. 从  TUIChat  源码中找到⾃⼰发送的⽂本消息的⽓泡使⽤的背景是  R.attr.chat_bubble_self_bg  属

性：

在  tuichat/src/main/res-lively/values/lively_styles.xml  ⽂件中找到，

 chat_bubble_self_bg  属性对应的资源是  @drawable/chat_bubble_self_bg_l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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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对应的资源⽂件，发现背景⾊是  @color/chat_bubble_self_color_lively  ：

2. 上⼀步已经找到要替换的资源，将  @drawable/chat_bubble_self_bg_lively  资源中的

 @color/chat_bubble_self_color_lively  的⾊值替换为  #EA286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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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件，重新编译安装应⽤，切换主题为活泼版主题，即可看到效果。

新增主题

如果内置的 3 套主题⽆法满⾜您的需求，您可以⾃⾏按照如下步骤为组件新增⼀套全新的主题。 
以添加⼀套  商务版（Enterprise）  主题为例：

1. 在每个组件中，与其他主题⽬录同级，在资源⽬录下新建主题⽬录  res-enterprise ： 

 res-enterprise/values/  ⽬录下新建  enterprise_styles.xml  ⽂

件，  enterprise_styles.xml  ⽂件中存储主题属性与真正资源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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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res-enterprise  ⽬录下必须包含所有要参与切换主题的资源，否则切换到  商务版  主题后应⽤会

因为找不到资源⽽崩溃；

2、主题资源名不能跟系统资源名重复，也不可与已有资源名重复，否则会在编译期和运⾏期出现错误，因此

要保证资源命名全局唯⼀。

2. 在  enterprise_styles.xml  ⽂件中建⽴主题资源映射： 

组件的  src/main/res/values/tui_theme_attrs.xml  ⽂件中声明了需要参与切换主题的属性，这些属

性需要在每个主题下都有对应的实现。

 src/main/res/values/enterprise_styles.xml  ⽂件中保存属性和资源的映射，例如：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sources> 

<style name="TUIChatEnterpriseTheme" parent="TUIBaseEnterpriseTheme"> 

<item name="chat_bubble_self_bg">@drawable/chat_bubble_self_bg_enterprise</item> 

<item name="chat_bubble_other_bg">@drawable/chat_bubble_other_bg_enterprise</item

> 

<item name="chat_input_area_bg">@color/chat_input_layout_bg_enterprise</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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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ame="chat_unread_dot_bg_color">@color/chat_unread_dot_bg_color_enterprise

</item> 

<item name="chat_unread_dot_text_color">?attr/core_primary_color</item> 

<item name="chat_title_bar_more_menu">@drawable/chat_title_bar_more_menu_enterpri

se</item> 

<item name="chat_other_msg_text_color">@color/chat_other_msg_text_color_enterpris

e</item> 

... 

</style> 

</resources> 

3. 在组件的  build.gradle  ⽂件中添加配置，指定资源⽬录： 

指定资源⽬录参与  App  打包，每个组件的  build.gradle  ⽂件中都需要添加编译资源⽬录：

android { 

... 

// 主题资源⽂件夹 

sourceSets { 

main { 

res.srcDirs += "src/main/res-light" 

res.srcDirs += "src/main/res-lively" 

res.srcDirs += "src/main/res-serious" 

res.srcDirs += "src/main/res-enterprise" 

} 

} 

} 

4. 应⽤启动时注册主题：
注册了  Enterprise  主题之后，才可以应⽤  Enterprise  主题。每个组件以及  App  的主题都要进⾏注

册。

主题注册得越早越好，⼀般在  Application  启动时注册，这样  Activity  创建时就可以使⽤当前主题。

注意：

 0-2  分别为内置主题 ID，因此新增的主题 ID 必须⼤于等于  3 。

public class Demo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int enterpriseThemeID = 3; 

TUIThemeManager.addTheme(enterpriseThemeID, R.style.DemoEnterpriseTheme); 

TUIThemeManager.addTheme(enterpriseThemeID, R.style.TUIChatEnterprise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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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ThemeManager.addTheme(enterpriseThemeID, R.style.TUIContactEnterpriseTheme); 

TUIThemeManager.addTheme(enterpriseThemeID, R.style.TUIGroupEnterpriseTheme); 

// 切换主题 

TUIThemeManager.getInstance().changeTheme(this, enterpriseThemeID); 

} 

} 

5. 切换到新增的  Enterprise  主题，即可看到新增加的主题⻛格：

主题样式表

基础样式

存储位置

基础样式均存在于  TUICore  组件中，由各个组件引⽤。 

基础样式提供了公共的 UI 规范，例如：⾸选背景⾊、分割线颜⾊等。可以通过修改基础样式来同时影响其他各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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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您可以在  TUICore/tuicore/src/main/res/values/tui_theme_attrs.xml  ⽂件中看到  TUICore  的

所有主题属性。主题属性对应的资源放在  tuicore/src/main/res-***  ⽂件夹中。

UI 样式表

图标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core_title_bar_back_icon 标题栏返回按钮图标

core_default_group_icon_public 默认 Public 群头像图标

core_default_group_icon_work 默认 Work 群头像图标

core_default_group_icon_meeting 默认 Meeting 群头像图标

core_default_group_icon_community 默认 Community 群头像图标

core_default_user_icon 默认⽤户头像图标

user_status_online ⽤户在线状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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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user_status_offline ⽤户离线状态图标

core_selected_icon 选中图标

背景⾊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core_light_bg_title_text_color 浅⾊背景下标题⽂字颜⾊

core_light_bg_primary_text_color 浅⾊背景下主要⽂字颜⾊

core_light_bg_secondary_text_color 浅⾊背景下次要⽂字颜⾊

core_light_bg_secondary2_text_color 浅⾊背景下再次⽂字颜⾊

core_light_bg_disable_text_color 浅⾊背景下不可⽤⽂字颜⾊

core_dark_bg_primary_text_color 深⾊背景下主要⽂字颜⾊

core_bg_color 主要背景⾊

core_primary_color 主题⾊

core_error_tip_color 错误提⽰颜⾊

core_success_tip_color 成功提⽰颜⾊

core_bubble_bg_color ⽓泡背景⾊

core_divide_color 分割线颜⾊

core_border_color 边框颜⾊

core_header_start_color 标题栏起始⾊

core_header_end_color 标题栏终点⾊

core_btn_normal_color 按钮常态颜⾊

core_btn_pressed_color 按钮按下颜⾊

core_btn_disable_color 按钮不可⽤颜⾊

core_title_bar_bg 标题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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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core_title_bar_text_bg 标题栏⽂字背景⾊

Chat ⻚⾯样式

存储位置

您可以在  TUIChat/tuichat/src/main/res/values/tui_theme_attrs.xml  ⽂件中看到  TUIChat  的

所有主题属性。主题属性对应的资源放在  tuichat/src/main/res-***  ⽂件夹中。

UI 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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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chat_title_bar_more_menu 标题栏菜单图标

chat_reply_detail_icon 回复详情图标

chat_jump_recent_down_icon 消息列表向下跳转图标

chat_jump_recent_up_icon 消息列表向上跳转图标

背景⾊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chat_bubble_self_bg ⼰⽅消息的⽓泡背景

chat_bubble_other_bg 对⽅消息的⽓泡背景

chat_bubble_self_bg_color ⼰⽅消息的⽓泡背景颜⾊

chat_bubble_other_bg_color 对⽅消息的⽓泡背景颜⾊

chat_input_area_bg 输⼊界⾯背景⾊

chat_unread_dot_bg_color 未读图标背景⾊

chat_unread_dot_text_color 未读图标中⽂字颜⾊

chat_other_msg_text_color 对⽅消息⽂字颜⾊

chat_self_msg_text_color ⼰⽅消息⽂字颜⾊

chat_self_custom_msg_text_color ⼰⽅⾃定义消息⽂字颜⾊

chat_other_custom_msg_text_color 对⽅⾃定义消息⽂字颜⾊

chat_self_custom_msg_link_color ⼰⽅⾃定义消息中链接⽂字颜⾊

chat_other_custom_msg_link_color 对⽅⾃定义消息中链接⽂字颜⾊

chat_tip_text_color 提⽰消息⽂字颜⾊

chat_self_reply_quote_bg_color ⼰⽅回复和引⽤消息背景⾊

chat_other_reply_quote_bg_color 对⽅回复和引⽤消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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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chat_self_reply_line_bg_color ⼰⽅回复消息竖线背景⾊

chat_other_reply_line_bg_color 对⽅回复消息竖线背景⾊

chat_self_reply_quote_text_color ⼰⽅回复消息中原始消息⽂字颜⾊

chat_other_reply_quote_text_color 对⽅回复消息中原始消息⽂字颜⾊

chat_self_reply_text_color ⼰⽅回复消息⽂字颜⾊

chat_other_reply_text_color 对⽅回复消息⽂字颜⾊

chat_read_receipt_text_color 已读回执⽂字颜⾊

chat_react_text_color 表情回应⼰⽅⽂字颜⾊

chat_react_other_text_color 表情回应对⽅⽂字颜⾊

chat_pressed_bg_color ⻓按弹窗中按钮按下背景⾊

Group ⻚⾯样式

存储位置

您可以在  TUIGroup/tuigroup/src/main/res/values/tui_theme_attrs.xml  ⽂件中看到

 TUIGroup  的所有主题属性。主题属性对应的资源放在  tuigroup/src/main/res-***  ⽂件夹中。

UI 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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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group_add_icon 添加按钮图标

Contact ⻚⾯样式

存储位置

您可以在  TUIContact/tuicontact/src/main/res/values/tui_theme_attrs.xml  ⽂件中看到

 TUIContact  的所有主题属性。主题属性对应的资源放在  tuicontact/src/main/res-***  ⽂件夹中。

UI 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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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contact_new_friend_icon 新的联系⼈菜单图标

contact_group_list_icon 我的群聊菜单图标

contact_black_list_icon ⿊名单菜单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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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TUI 组件默认内置了：轻量、深沉、活泼、深⾊共四套主题，以及⽀持跟随 iOS 系统⾃动切换深⾊主题和默认设
置。您可以任意切换或者修改内置主题，也可以按需新增主题。

主题资源

您可以在任⼀ TUI 组件内部的  Resources  ⽂件夹下看到该组件所⽀持的主题资源。以 TUIChat 组件为例，您可

以在  TUIChat/Resources/  下看到  TUIChatTheme.bundle  ⽂件。该⽂件即为 TUIChat 组件内置的主题资

源。

选中  TUIChatTheme.bundle  ⽂件，并右键选择  Show Package Contents  即可看到内置的四套主题资

源，⽂件夹名称即为主题 ID。

我们以 “轻量主题” 为例，主题 ID 为  light  ，每套主题内部均包含两个元素：  manifest.plist  ⽂件和

 resource  资源⽂件夹。

manifest.plist ⽂件存储了当前主题所使⽤的图⽚、字体、颜⾊等要素的值，同⼀组件中不同主题下的

 manifest.plist  ⽂件中的 key 均相同；

resource 资源⽂件夹存储了当前主题所使⽤的资源，例如图⽚。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8: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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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修改内置主题，还是新增⼀套主题，都需要修改各组件下的  manifest.plist  ⽂件。

应⽤主题

当您选中某个主题后，需要对 TUI 组件以及您的 App 主⼯程设置对应的主题。您可以调⽤  TUIThemeManager 

的  -applyTheme:forModule:  ⽅法，为指定组件应⽤主题。

您可以参考 TUIKitDemo 的 ThemeSelectController 的  +applyTheme:  ⽅法。

+ (void)applyTheme:(NSString * __nullable)themeID { 

// 获取 App 上次启动所使⽤的主题 ID 

NSString *lastThemeID = [self getCacheThemeID]; 

if (themeID.length) { 

lastThemeID = themeID; 

} 

// 组件: 应⽤/卸载主题 

if (lastThemeID == nil || lastThemeID.length == 0 || [lastThemeID isEqualToStrin

g:@"system"]) { 

// 主题 ID 为空，或者明确跟随系统，卸载所有组件的主题 

[TUIShareThemeManager unApplyThemeForModule:TUIThemeModuleAll]; 

} else { 

// 为所有组件应⽤主题 

[TUIShareThemeManager applyTheme:lastThemeID forModule:TUIThemeModuleAll]; 

} 

// 系统暗⿊样式: 与主题互斥 

dispatch_async(dispatch_get_main_queue(), ^{ 

if (@available(iOS 13.0, *)) {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blob/master/iOS/Demo/TUIKitDemo/Login/ThemeSelectControll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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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astThemeID == nil || lastThemeID.length == 0 || [lastThemeID isEqualToStrin

g:@"system"]) { 

// 跟随系统变化 

UIApplication.sharedApplication.keyWindow.overrideUserInterfaceStyle = 0; 

} else if ([lastThemeID isEqual:@"dark"]) { 

// 强制切换成⿊夜模式 

UIApplication.sharedApplication.keyWindow.overrideUserInterfaceStyle = UIUserInte

rfaceStyleDark; 

} else { 

// 忽略系统变化，强制切换成⽩天模式，并使⽤主题 

UIApplication.sharedApplication.keyWindow.overrideUserInterfaceStyle = UIUserInte

rfaceStyleLight; 

} 

} 

}); 

} 

修改内置主题

TUI 组件⽬前⽀持修改内置的主题，只需要按照下列步骤，即可对内置主题的颜⾊、字体、图⽚等要素做⾃定义变
更。

拷⻉ TUI 组件内置的主题资源包到您的⼯程中，并修改各主题下对应的主题要素；
在 App 启动时，将您已经修改好的主题资源包路径注册到 TUI 组件中；

当切换到对应主题后，TUI 组件会⾃动应⽤您修改后的主题包。

例如，TUIChat 组件中⽂件消息的背景⾊，在不同主题下有不⼀样的颜⾊。该背景⾊在内置的 “活泼” 主题下的⾊值
为 #FFFFFF，现在想要修改成 #FF0000，您只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操作即可：

1. 将 TUIChat 组件  TUIChat/Resources/TUIChatTheme.bundle  ⽂件拷⻉⼀份到您的主⼯程中，并重命名

为  TUIChatCustomTheme.bund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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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 manifest.plist ⽂件中标识⽂件消息背景⾊的 value 值，其中各 key 值的释义详⻅ Chat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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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 application: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法中，调⽤

 TUIRegisterThemeResourcePath  注册修改后的主题包资源路径，⽤于覆盖 TUIChat 内置的主题包，您可

以参考 TUIKitDemo 的 AppDelegate ⽂件；

- (BOOL)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NSDictionary *)launchOptions { 

// ⾃定义修改 TUIChat 组件的主题 - 修改主题资源包中的内置主题 

// -- 1. 获取⾃定义后的资源包路径 

NSString *customChatThemePath = [NSBundle.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TUIChatC

ustomTheme.bundle" ofType:nil]; 

// -- 2. 给 TUIChat 组件注册⾃定义的主题资源包路径，⽤于覆盖内置的主题，note: 此时只能覆盖

TUIThemeModuleChat 

TUIRegisterThemeResourcePath(customChatThemePath, TUIThemeModuleChat); 

// TUIKitDemo 注册主题 

NSString *demoThemePath = [NSBundle.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TUIDemoTheme.b

undle" ofType:nil]; 

TUIRegisterThemeResourcePath(demoThemePath, TUIThemeModuleDemo); 

[ThemeSelectController applyLastTheme]; 

[self setupListener]; 

[self setupGlobalUI]; 

[self setupConfig]; 

[self tryAutoLogin]; 

return YES; 

} 

4. 再次启动 App，您可以看到对应的背景⾊已经被成功修改。

修改前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blob/master/iOS/Demo/TUIKitDemo/AppDelega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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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同样地，如果您想修改某个内置的图标，依然可以将图标资源存放到主题⽂件夹下的 Resource ⽂件夹中，然

后修改 manifest 中对应 key 的 value 值。

新增主题

如果内置的 4 套主题⽆法满⾜您的需求，您可以⾃⾏按照如下步骤为组件新增⼀套全新的主题：

拷⻉ TUI 组件内置的主题资源包到您的⼯程中，在主题资源包中新建⼀个主题资源⽂件夹，⽂件夹名称即为新增
主题的  themeID ；

将 TUI 组件内置的主题资源包中的 light ⽂件夹下的  manifest.plist  ⽂件拷⻉⾄新创建的主题⽂件夹中，并

修改  id 、  name  以及  name_en  的值；

在新创建的主题⽂件夹中新建⼀个  resource  ⽂件夹，⽤于存放新增主题的资源⽂件；

按需修改新增主题的 manifest.plist ⽂件；
在 App 启动时，将您已经修改好的主题资源包路径注册到 TUI 组件中，并应⽤当前的新增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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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给 TUIChat 组件新创建⼀套新的主题 “商务”，  themeID  为  enterprise ，您可以按照如下步骤操作：

1. 将 TUIChat 组件  TUIChat/Resources/TUIChatTheme.bundle  ⽂件拷⻉⼀份到您的主⼯程中，并重命名

为  TUIChatCustomTheme.bundle ；

2. 复制  TUIChatCustomTheme.bundle  下的  light  ⽂件夹，并重命名为  enterprise ；

3. 按需修改 enterprise ⽂件夹下的  manifest.plist  ⽂件中的 value 值，其中各 key 值的释义详⻅ Chat ⻚⾯样

式；

例如将⽂件消息的背景⾊修改为 #C4E3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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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App 启动时，将您已经修改好的主题资源包路径注册到 TUI 组件中，并应⽤当前的新增主题。

- (BOOL)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NSDictionary *)launchOptions { 

// ⾃定义修改 TUIChat 组件的主题 - 在主题资源包中新增了⼀套主题 

NSString *customChatThemePath = [NSBundle.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TUIChatC

ustomTheme.bundle" ofType:nil]; 

TUIRegisterThemeResourcePath(customChatThemePath, TUIThemeModuleChat); 

// 应⽤主题, 根据 themeID 对 TUIChat 设置主题 

[TUIShareThemeManager applyTheme:@"enterprise" forModule:TUIThemeModuleChat]; 

return YES; 

} 

5. 再次启动 App，您可以看到新增到的商务主题被成功应⽤到了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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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样式表

基础样式

存储位置

基础样式均存在于  TUICore  组件中，由各个组件引⽤。

您可以在  TUICore  组件的  TUICore/Resources/TUICoreTheme.bundle  下的任⼀主题⽂件夹中的

 manifest.plist  ⽂件中看到对应样式的  key 。

在基础样式中，  TUICore  提供了公共的 UI 规范，例如：⾸选背景⾊、分割线颜⾊等。您可以通过修改基础样式

来同时影响其他各个组件。

UI 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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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样式 key 样式释义

nav_back_img 导航栏返回按钮的图⽚名

default_group_head_public_img Public 类型的群聊，默认头像

default_group_head_meeting_img Meeting 类型的群聊，默认头像

default_group_head_avchatroom_img AVChatRoom 类型的群聊，默认头像

default_group_head_img 默认的群头像

default_c2c_head_img 缺省的⽤户头像

service_more_video_call_img 聊天界⾯更多选项卡中的视频通话图标

service_more_voice_call_img 聊天界⾯更多选项卡中的语⾳通话图标

icon_online_status_img ⽤户在线状态的图标

icon_offline_status_img ⽤户离线状态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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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样式 key 样式释义

primary_theme_color 主题⾊，描述了当前主题下的主⾊调

common_switch_on_color 通⽤ UISwitch 组件，开关打开时的颜⾊

head_bg_gradient_start_color 导航栏顶部背景颜⾊，渐变⾊

head_bg_gradient_end_color 导航栏顶部背景颜⾊，渐变⾊

separator_color 分割线颜⾊

controller_bg_color 控制器背景颜⾊

form_title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的主标题⽂本颜⾊

form_subtitle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的副标题⽂本颜⾊

form_desc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的描述信息⽂本颜⾊

form_bg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的背景颜⾊

form_green_button_text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中绿⾊主题按钮的⽂本颜⾊

form_green_button_bg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中绿⾊主题按钮的背景颜⾊

form_green_button_highlight_bg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中绿⾊主题按钮⾼亮时的⽂本颜⾊

form_white_button_text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中⽩⾊主题按钮的⽂本颜⾊

form_white_button_bg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中⽩⾊主题按钮的背景颜⾊

form_key_text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中描述⽂本颜⾊

form_value_text_color 表单，UITableViewCell 中值的⽂本颜⾊

nav_title_text_color 导航栏⽂本颜⾊

nav_back_img 导航栏返回按钮的图⽚名

search_textfield_bg_color 搜索栏输⼊框的背景颜⾊

Chat ⻚⾯样式

存储位置

Chat ⻚⾯样式均存在于  TUIChat  组件中，供 Chat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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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TUIChat  组件的  TUIChat/Resources/TUIChatTheme.bundle  下的任⼀主题⽂件夹中的

 manifest.plist  ⽂件中看到对应样式的  key 。

UI 样式表

图标

样式 key 样式释义

chat_more_camera_img 更多选项卡，相机图标

chat_more_file_img 更多选项卡，⽂件图标

chat_more_link_img 更多选项卡，⾃定义图标

chat_more_picture_img 更多选项卡，图⽚图标

chat_more_video_img 更多选项卡，录像图标

chat_bubble_send_img 消息⽓泡，发送时的背景图⽚

chat_bubble_receive_img 消息⽓泡，接收时的背景图⽚

chat_voice_message_sender_voice_normal_img 语⾳消息，发送消息时正常状态下的背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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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key 样式释义

chat_voice_message_receiver_voice_normal_img 语⾳消息，接收消息时正常状态下的背景图⽚

chat_icon_copy_img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中的 “复制“ 图标

chat_icon_delete_img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中的 ”删除“ 图标

chat_icon_recall_img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中的 ”撤回“ 图标

chat_icon_multi_img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中的 ”多选“ 图标

chat_icon_forward_img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中的 ”转发“ 图标

chat_icon_reply_img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中的 ”回复“ 图标

chat_icon_reference_img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中的 ”引⽤“ 图标

chat_ToolViewInputVoice_img 聊天⻚⾯，输⼊栏 ”语⾳/键盘“ 切换按钮的图标

chat_ToolViewEmotion_img 聊天⻚⾯，输⼊栏 ”表情/键盘“ 切换按钮的图标

chat_ToolViewKeyboard_img 聊天⻚⾯，输⼊栏 “键盘” 按钮的图标

颜⾊

样式 key 样式释义

chat_controller_bg_color 聊天⻚⾯，背景颜⾊

chat_input_controller_bg_color 聊天⻚⾯，输⼊控制⻚⾯背景⾊

chat_input_bg_color 聊天⻚⾯，输⼊框背景颜⾊

chat_input_text_color 聊天⻚⾯，输⼊框⽂本颜⾊

chat_face_page_control_current_color 表情选项卡，分⻚控件，当前⻚的颜⾊

chat_face_page_control_color 表情选项卡，分⻚控件，默认颜⾊

chat_text_message_send_text_color ⽂本消息，发送消息时显⽰的⽂本颜⾊

chat_text_message_receive_text_color ⽂本消息，接收消息时显⽰的⽂本颜⾊

chat_file_message_bg_color ⽂件消息，背景颜⾊

chat_file_message_title_color ⽂件消息，标题⽂本颜⾊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6 共298⻚

样式 key 样式释义

chat_file_message_subtitle_color ⽂件消息，副标题⽂本颜⾊

chat_merge_message_bg_color 合并消息，背景颜⾊

chat_merge_message_title_color 合并消息，标题⽂本颜⾊

chat_merge_message_content_color 合并消息，内容⽂本颜⾊

chat_drop_down_color 聊天⻚⾯，向下箭头的颜⾊

chat_voice_message_send_duration_time_color 语⾳消息，发送消息时显⽰的时⻓⽂本颜⾊

chat_voice_message_recv_duration_time_color 语⾳消息，接收消息时显⽰的时⻓⽂本颜⾊

chat_small_tongue_bg_color 聊天⻚⾯，“回到最新位置” 组件的背景⾊

chat_small_tongue_line_color 聊天⻚⾯，“回到最新位置” 组件的分割线颜⾊

chat_pop_menu_bg_color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的背景⾊

chat_pop_menu_text_color 聊天⻚⾯，⻓按消息后弹出的菜单⻚⾯的⽂本颜⾊

chat_message_read_status_text_color 聊天⻚⾯，消息已读状态⽂本提⽰语颜⾊

Conversation ⻚⾯样式

存储位置

Conversation ⻚⾯样式均存在于  TUIConversation  组件中，供 Conversation ⻚⾯使⽤。

您可以在  TUIConversation 组件的   TUIConversation/Resources/TUIConversationTheme.bundle  下的任⼀

主题⽂件夹中的  manifest.plist  ⽂件中看到对应样式的 key。

UI 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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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key 样式释义

conversation_cell_bg_color 会话列表⻚⾯，普通会话的 UITableViewCell 的背景颜⾊

conversation_cell_top_bg_color 会话列表⻚⾯，置顶会话的 UITableViewCell 的背景颜⾊

conversation_bg_color 会话列表⻚⾯的背景颜⾊

conversation_message_not_disturb_img 会话列表⻚⾯，消息免打扰图标

Group ⻚⾯样式

存储位置

Group ⻚⾯样式均存在于  TUIGroup  组件中，供 Group ⻚⾯使⽤。

您可以在  TUIGroup 组件的   TUIGroup/Resources/TUIGroupTheme.bundle  下的任⼀主题⽂件夹中的 

manifest.plist  ⽂件中看到对应样式的  key。

UI 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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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key 样式释义

group_modify_view_bg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背景⾊

group_modify_container_view_bg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容器背景⾊

group_modify_title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标题⽂本颜⾊

group_modify_desc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描述信息⽂本颜⾊

group_modify_input_bg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输⼊框背景颜⾊

group_modify_input_text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输⼊框⽂本颜⾊

group_modify_confirm_enable_bg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确认按钮可点击状态的背景颜⾊

group_modify_confirm_disable_bg_color 群/个⼈信息修改界⾯，确认按钮不可点击状态的背景颜⾊

Contact ⻚⾯样式

存储位置

Contact ⻚⾯样式均存在于  TUIContact  组件中，供 Contact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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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TUIContact 组件的   TUIContact/Resources/TUIContactTheme.bundle  下的任⼀主题⽂件夹中的 

manifest.plist  ⽂件中看到对应样式的  key。

UI 样式表

样式 key 样式释义

contact_new_friend_img 通讯录⻚⾯，新的联系⼈图标

contact_blacklist_img 通讯录⻚⾯，⿊名单图标

contact_public_group_img 通讯录⻚⾯，群聊图标

contact_add_contact_tips_text_color 添加好友⻚⾯，我的⽤户 ID 提⽰⽂本的颜⾊

contact_add_contact_nodata_tips_text_color 添加好友⻚⾯，查找的⽤户不存在时的提⽰⽂本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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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TUIKit 从 v1.1.0 版本开始 ，主题⻛格颜⾊能⼒得到⼤幅度完善。

TUIKit默认提供颜⾊配置，您可以直接使⽤，⽆需任何配置。

但同时，您也可以很⽅便的⾃定义，TUIKit界⾯中，各处众多颜⾊配置。

⾃定义⽅式

TUIKit颜⾊对象

在此对象中，您可以定义TUIKit界⾯中，各处的颜⾊配置。

请直接实例化⼀个  TUITheme()  对象。并修改⾥⾯的各个参数，以覆盖默认值，使⽤⾃定义颜⾊。

该对象构造函数，可配置的颜⾊有如下：

// 应⽤主⾊ 

// Primary Color For The App 

final Color? primaryColor; 

// 应⽤次⾊ 

// Secondary Color For The App 

final Color? secondaryColor; 

// 提⽰颜⾊，⽤于次级操作或提⽰ 

// Info Color, Used For Secondary Action Or Info 

final Color? infoColor; 

// 浅背景颜⾊，⽐主背景颜⾊浅，⽤于填充缝隙或阴影 

// Weak Background Color, Lighter Than Main Background, Used For Marginal Space O

r Shadowy Space 

final Color? weakBackgroundColor; 

// 宽屏幕：浅⽩背景颜⾊，⽐浅背景颜⾊浅 

// Weak Background Color, Lighter Than Main Background, Used For Marginal Space O

r Shadowy Space 

final Color? wideBackgroundColor; 

// 浅分割线颜⾊，⽤于分割线或边框 

// Weak Divider Color, Used For Divider Or Border 

final Color? weakDividerColor; 

// 浅字⾊ 

// Weak Text Color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29 1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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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olor? weakTextColor; 

// 深字⾊ 

// Dark Text Color 

final Color? darkTextColor; 

// 浅主⾊，⽤于AppBar或Panels 

// Light Primary Color, Used For AppBar Or Several Panels 

final Color? lightPrimaryColor; 

// 字⾊ 

// TextColor 

final Color? textColor; 

// 警⽰⾊，⽤于危险操作 

// Caution Color, Used For Warning Actions 

final Color? cautionColor; 

// 群主标识⾊ 

// Group Owner Identification Color 

final Color? ownerColor; 

// 群管理员标识⾊ 

// Group Admin Identification Color 

final Color? adminColor; 

// ⽩⾊ 

// white 

final Color? white; 

// ⿊⾊ 

// black 

final Color? black; 

// 输⼊框填充⾊ 

// input fill color 

final Color? inputFillColor; 

// 灰⾊⽂本 

// grey text color 

final Color? textgrey; 

/// 新版本颜⾊从这⾥开始 

/// 

/// 会话列表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BgColor; 

/// 会话列表边框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BorderColor; 

/// 会话列表选中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ActiveBgColor; 

/// 会话列表置顶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PinedBgColor; 

/// 会话列表Title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TitleTextColor; 

/// 会话列表LastMessage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LastMessageTextColor; 

/// 会话列表Time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TitmeTex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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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话列表⽤户在线状态背景⾊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OnlineStatusBgColor; 

/// 会话列表⽤户离线状态背景⾊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OfflineStatusBgColor; 

/// 会话列表未读数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UnreadCountBgColor; 

/// 会话列表未读数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UnreadCountTextColor; 

/// 会话列表草稿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DraftTextColor; 

/// 会话列表收到消息不提醒Icon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NoNotificationIcon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Text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Clear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ClearBg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Pin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PinBg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Delete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DeleteBgColor; 

/// 会话列表宽屏模式选中时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ChooseBgColor; 

/// 聊天⻚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BgColor; 

/// 聊天⻚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TimeDividerTextColor; 

/// 聊天⻚导航栏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BgColor; 

/// 聊天⻚导航栏Title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TitleTextColor; 

/// 聊天⻚导航栏Back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BackTextColor; 

/// 聊天⻚导航栏Action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ActionText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Text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来⾃⾃⼰时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FromSelfBg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来⾃⾮⾃⼰时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FromOthersBg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已读状态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UnreadStatusText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头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TongueBg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头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TongueTex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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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式

调⽤ TUIKit 提供的  setTheme  ⽅法，传⼊上⼀步定义的颜⾊对象  TUITheme()  即可。

该⽅法可随时调⽤，动态修改。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_coreInstance.setTheme(theme: TUITheme()); 

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接⼊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如下⽅式联系我们。

Telegram Group
WhatsApp Group

https://t.me/+1doS9AUBmndhNGNl
https://chat.whatsapp.com/Gfbxk7rQBqc8Rz4pzzP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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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介绍如何设置 Android 界⾯⻛格。

设置会话列表

会话列表由标题区 TitleBarLayout 与列表区 ConversationListLayout 组成，每部分都提供了 UI 样式以及事件注册的
接⼝可供修改。

设置标题样式

标题区除了本⾝作为 View 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之外，还包含左、中、右三块区域，如下图所⽰：

您可参⻅ ITitleBarLayout 进⾏⾃定义修改。 
例如，在会话列表中，隐藏左边的 LeftGroup，设置中间的标题，隐藏右边的⽂本和图⽚按钮，代码如下： 

（参⻅ MainActivity 中的实现）

mainTitleBar.setTitle(getResources().getString(R.string.conversation_title), ITit

leBarLayout.Position.MIDDLE); 

mainTitleBar.getLeftGroup().setVisibility(View.GONE); 

mainTitleBar.getRightGroup().setVisibility(View.VISIBLE); 

mainTitleBar.setRightIcon(R.drawable.more_btn); 

设置界⾯⻛格

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1 10:39:40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Core/tuicore/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core/component/interfaces/ITitleBarLayout.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Android/Demo/app/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im/demo/main/MainActivity.java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5 共298⻚

效果如下图所⽰：

另外，您也可以定制点击事件：

Menu menu = new Menu(this, mainTitleBar); 

mainTitleBar.setOnRight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if (menu == null) { 

return; 

} 

if (menu.isShowing()) { 

menu.hide(); 

} else { 

menu.show(); 

} 

} 

}); 

设置会话列表样式

列表区的⾃定义 layout 继承⾃ RecyclerView，登录后 TUIKit 会根据⽤户名从 SDK 读取该⽤户的会话列表。 
会话列表提供⼀些常⽤功能定制，例如，头像是否圆⾓、背景、字体⼤⼩、点击与⻓按事件等。⽰例代码如下：

public static void customizeConversation(final ConversationLayout layout) { 

// 从 ConversationLayout 获取会话列表 

ConversationListLayout listLayout = layout.getConversationList(); 

listLayout.setItemTopTextSize(16); // 设置 item 中 top ⽂字⼤⼩ 

listLayout.setItemBottomTextSize(12);// 设置 item 中 bottom ⽂字⼤⼩ 

listLayout.setItemDateTextSize(10);// 设置 item 中 timeline ⽂字⼤⼩ 

listLayout.setItemAvatarRadius(5); // 设置 adapter item 头像圆⾓⼤⼩ 

listLayout.disableItemUnreadDot(false);// 设置 item 是否不显⽰未读红点，默认显⽰ 

// ⻓按弹出菜单 

listLayout.setOnItemLongClickListener(new ConversationListLayout.OnItemLongClickL

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ItemLongClick(View view, int position, ConversationInfo conversatio

nInfo) { 

startPopShow(view, position, conversation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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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ConversationLayoutSetting.java。

设置头像的⻛格样式

IM SDK 不做头像存储，需要集成者有头像存储接⼝获取头像 URL，这⾥ TUIKit 通过随机头像接⼝进⾏演⽰，如何
设置头像。

⾸先您需要在个⼈资料⻚⾯中，上传头像图⽚，调⽤修改资料接⼝。

V2TIMUserFullInfo v2TIMUserFullInfo = new V2TIMUserFullInfo(); 

// 头像 

if (!TextUtils.isEmpty(mIconUrl)) { 

v2TIMUserFullInfo.setFaceUrl(mIconUrl); 

} 

V2TIMManager.getInstance().setSelfInfo(v2TIMUserFullInfo,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 

会话列表设置头像在 ConversationCommonHolder.java 中进⾏获取展⽰：

conversationIconView.setConversation(conversation); 

设置聊天窗⼝的样式

聊天窗⼝包含标题区 TitleBarLayout，⽤法与会话列表相同。除此之外，聊天窗⼝还包含三个区域，从上到下为通知

区 NoticeLayout、消息区 MessageRecyclerView 和输⼊区 InputView，如下图所⽰：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Conversation/tuiconversation/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onversation/classicui/setting/ConversationLayoutSetting.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Conversation/tuiconversation/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onversation/classicui/widget/ConversationCommonHolder.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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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聊天窗⼝ Input 区域 Layout 

* 

* @return 

*/ 

InputView getInputLayout(); 

/** 

* 获取聊天窗⼝ Message 区域 Layout 

* 

* @return 

*/ 

MessageRecyclerView getMessageLayout(); 

/** 

* 获取聊天窗⼝ Notice 区域 Layout 

* 

* @return 

*/ 

NoticeLayout getNoticeLayout();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ChatLayoutSetting.java。

设置通知区域 NoticeLayout 样式

通知区域由两个 TextView 组成，如下图所⽰：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Chat/tuichat/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hat/classicui/setting/ChatLayoutSetting.java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8 共298⻚

效果如下图所⽰：

// 从 ChatView 获取 NoticeLayout 

NoticeLayout noticeLayout = layout.getNoticeLayout(); 

// 可以使通知区域⼀致展⽰ 

noticeLayout.alwaysShow(true); 

// 设置通知主题 

noticeLayout.getContent().setText("现在插播⼀条⼴告"); 

// 设置通知提醒⽂字 

noticeLayout.getContentExtra().setText("参看有奖"); 

// 设置通知的点击事件 

noticeLayout.setOnNotice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ToastUtil.toastShortMessage("赏⽩银五千两"); 

} 

}); 

设置消息区域 MessageRecyclerView 样式

MessageRecyclerView 继承⾃ RecyclerView ，本⽂提供⾃定义修改聊天背景、⽓泡、⽂字、是否显⽰昵称等常⻅的

⽤法，更多详情请参⻅ IMessageProperties.java。

设置聊天窗⼝的背景⾊

您可以⾃定义设置聊天背景⾊，⽰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 layout.getMessageLayout(); 

////// 设置聊天背景 ////// 

messageRecyclerView.setBackground(new ColorDrawable(0xB0E2FF00)); 

设置发送者的头像样式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Chat/tuichat/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hat/classicui/interfaces/IMessageProperties.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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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的界⾯在显⽰⽤户时，会从⽤户资料中读取头像地址并显⽰。 
⽰例代码如下：

// 聊天界⾯设置头像 

if (!TextUtils.isEmpty(msg.getFaceUrl())) { 

List<Object> urllist = new ArrayList<>(); 

urllist.add(msg.getFaceUrl()); 

if (isForwardMode) { 

leftUserIcon.setIconUrls(urllist); 

} else { 

if (msg.isSelf()) { 

rightUserIcon.setIconUrls(urllist); 

} else { 

leftUserIcon.setIconUrls(urllist); 

} 

} 

} else { 

rightUserIcon.setIconUrls(null); 

leftUserIcon.setIconUrls(null); 

} 

如果⽤户没有设置头像会显⽰默认头像，您可以⾃定义设置默认头像、头像是否圆⾓以及头像⼤⼩等。

⽰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 layout.getMessageLayout(); 

////// 设置聊天背景 ////// 

messageRecyclerView.setBackground(new ColorDrawable(0xFFEFE5D4)); 

////// 设置头像 ////// 

// 设置默认头像，默认与朋友与⾃⼰的头像相同 

messageRecyclerView.setAvatar(R.drawable.core_default_user_icon_light); 

// 设置头像圆⾓ 

messageRecyclerView.setAvatarRadius(50); 

// 设置头像⼤⼩ 

messageRecyclerView.setAvatarSize(new int[]{68, 68}); 

设置⽓泡的背景⾊

左边为对⽅的⽓泡，右边为⾃⼰的⽓泡，您可以⾃定义设置双⽅的⽓泡背景。

⽰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 layout.getMessageLayout(); 

// 设置⾃⼰聊天⽓泡的背景 

messageRecyclerView.setRightBubble(context.getResources().getDrawable(R.draw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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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_bubble_self_bg_lively)); 

// 设置朋友聊天⽓泡的背景 

messageRecyclerView.setLeftBubble(context.getResources().getDrawable(R.drawable.c

hat_bubble_other_bg_lively)); 

您可以⾃定义设置昵称的字体⼤⼩与颜⾊等，但双⽅昵称样式必须保持⼀致。

⽰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 layout.getMessageLayout(); 

////// 设置昵称样式（对⽅与⾃⼰的样式保持⼀致）////// 

messageRecyclerView.setNameFontSize(12); 

messageRecyclerView.setNameFontColor(0x8B5A2B00); 

设置聊天内容样式

您可以⾃定义设置聊天内容的字体⼤⼩、双⽅字体颜⾊等，但双⽅字体⼤⼩必须保持⼀致。

⽰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 layout.getMessageLayout(); 

// 设置聊天内容字体⼤⼩，朋友和⾃⼰⽤⼀种字体⼤⼩ 

messageRecyclerView.setChatContextFontSize(15); 

// 设置⾃⼰聊天内容字体颜⾊ 

messageRecyclerView.setRightChatContentFontColor(0xA9A9A900); 

// 设置朋友聊天内容字体颜⾊ 

messageRecyclerView.setLeftChatContentFontColor(0xA020F000); 

设置聊天时间线样式

您可以⾃定义设置聊天时间线的背景、字体⼤⼩以及字体颜⾊等。

⽰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 layout.getMessageLayout(); 

// 设置聊天时间线的背景 

messageRecyclerView.setChatTimeBubble(new ColorDrawable(0x8B691400)); 

// 设置聊天时间的字体⼤⼩ 

messageRecyclerView.setChatTimeFontSize(20); 

// 设置聊天时间的字体颜⾊ 

messageRecyclerView.setChatTimeFontColor(0xEE00EE00); 

设置聊天的提⽰信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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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定义设置提⽰信息的背景、字体⼤⼩以及字体颜⾊等。

⽰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messageRecyclerView = layout.getMessageLayout(); 

// 设置提⽰的背景 

messageRecyclerView.setTipsMessageBubble(new ColorDrawable(0xA020F000)); 

// 设置提⽰的字体⼤⼩ 

messageRecyclerView.setTipsMessageFontSize(20); 

// 设置提⽰的字体颜⾊ 

messageRecyclerView.setTipsMessageFontColor(0x7CFC0000); 

设置输⼊区域 InputView

输⼊区域 InputView，包含语⾳输⼊、⽂字输⼊、表情输⼊以及更多的“+”输⼊。 

隐藏不要的功能

您可以⾃定义隐藏或展⽰更多“+”⾯板的图⽚、拍照、摄像以及发送⽂件的功能。

// 从 ChatView 获取 InputLayout 

InputView inputView = layout.getInputLayout(); 

// 隐藏拍照并发送 

inputView.disableCaptureAction(true); 

// 隐藏发送⽂件 

inputView.disableSendFileAction(true); 

// 隐藏发送图⽚ 

inputView.disableSendPhotoAction(true); 

// 隐藏摄像并发送 

inputView.disableVideoRecordAction(true); 

增加⾃定义的功能

您可以⾃定义新增更多“+”⾯板的动作单元实现相应的功能。

本⽂以隐藏发送⽂件，增加⼀个动作单元且该动作单元会发送⼀条消息为例，⽰例代码如下：

// 从 ChatView 获取 InputView 

InputView inputView = layout.getInputLayout(); 

// 隐藏发送⽂件 

inputView.disableSendFileActio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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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个动作单元 

InputMoreActionUnit unit = new InputMoreActionUnit(); 

unit.setIconResId(R.drawable.default_user_icon); // 设置单元的图标 

unit.setTitleId(R.string.profile); // 设置单元的⽂字标题 

unit.setOnClickListener(unit.new OnActionClickListener() { // 定义点击事件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 { 

ToastUtil.toastShortMessage("⾃定义的更多功能"); 

MessageInfo info = MessageInfoUtil.buildTextMessage("我是谁"); 

layout.sendMessage(info, false); 

} 

}); 

// 把定义好的单元增加到更多⾯板 

inputView.addAction(unit); 

替换点击“+”的事件

您可以⾃定义替换更多“+”⾯板的各个动作单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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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ChatView 获取 InputView 

InputView inputView = layout.getInputLayout(); 

// 可以⽤⾃定义的事件来替换更多功能的⼊⼝ 

inputView.replaceMoreInput(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ToastUtil.toastShortMessage("⾃定义的更多功能按钮事件"); 

MessageInfo info = MessageInfoUtil.buildTextMessage("⾃定义的消息"); 

layout.sendMessage(info, false); 

} 

}); 

替换点击“+”弹出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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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定义更多“+”⾯板的样式、各个动作单元以及其对应的功能。

// 从 ChatView 获取 InputView 

InputView inputView = layout.getInputLayout(); 

// 可以⽤⾃定义的 fragment 来替换更多功能 

inputView.replaceMoreInput(new CustomInputFragment()); 

新⾯板 CustomInputFragment 的实现和普通的 Fragment 没有区别，在 onCreateView 时 inflate ⾃⼰的 View ，设置

事件即可。本⽂以添加两个按钮 ，点击时弹出 toast 为例，⽰例代码如下：

public static class CustomInputFragment extends BaseInputFragment { 

@Nullable 

@Override 

public View onCreateView(LayoutInflater inflater, @Nullable ViewGroup container,

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View baseView = inflater.inflate(R.layout.test_chat_input_custom_fragment, contai

ner, false); 

Button btn1 = baseView.findViewById(R.id.test_send_message_btn1); 

btn1.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ToastUtil.toastShortMessage("发送⼀条超链接消息"); 

} 

}); 

Button btn2 = baseView.findViewById(R.id.test_send_message_btn2); 

btn2.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ToastUtil.toastShortMessage("发送⼀条视频⽂字混合消息"); 

} 

}); 

return baseVie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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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介绍如何设置 iOS 界⾯⻛格。

设置头像的样式

设置缺省的头像图⽚

TUIKit 的界⾯在显⽰⽤户时，会从⽤户资料中读取头像地址并显⽰。如果⽤户没有设置头像，则显⽰默认头像。 
您可以在 TUIKit 初始化前，⾃定义默认头像的图⽚，⽰例代码如下：

TUIConfig *config = [TUIConfig defaultConfig];  

// 修改默认头像 

config.defaultAvatarImage = [UIImage imageNamed:@"your image"]; 

// 修改默认群组头像 

config.defaultGroupAvatarImage = [UIImage imageNamed:@"your group image"]; 

// 禁⽤群组九宫格头像 

config.enableGroupGridAvatar = NO; 

说明：

群组头像默认展⽰九宫格头像。九宫格头像是 TUIKit 使⽤群成员的头像合成的，如果九宫格合成失败或群组
⾥只有⼀个成员，TUIKit 会展⽰  defaultGroupAvatarImage 。 

如果您不想使⽤九宫格头像，可以禁⽤九宫格头像。

设置头像的形状

TUIKit 提供 3 种头像类型：矩形直⾓头像、圆形头像和矩形圆⾓头像。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UIKitAvatarType) { 

TAvatarTypeNone, /*矩形直⾓头像*/ 

TAvatarTypeRounded, /*圆形头像*/ 

TAvatarTypeRadiusCorner, /*圆⾓头像*/ 

}; 

您可以在 TUIKit 初始化前，选择头像类型，⽰例代码如下：

TUIConfig *config = [TUIConfig defaultConfig];  

// 修改头像类型为圆⾓矩形，圆⾓⼤⼩为 5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2: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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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avatarType = TAvatarTypeRadiusCorner; 

config.avatarCornerRadius = 5.f; 

设置聊天窗⼝的样式

设置聊天窗⼝的背景⾊

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定义窗⼝背景⾊，⽰例代码如下：

[TUIChatConfig defaultConfig].backgroudColor = [UIColor greenColor]; 

设置聊天窗⼝的背景图⽚

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定义窗⼝背景图⽚，⽰例代码如下：

[TUIChatConfig defaultConfig].backgroudImage = [UIImage imageNamed:@"your chat ba

ckground image"]; 

设置消息⽓泡的样式

聊天界⾯消息 View 的组合⽅式如下图所⽰： 

设置消息的字体和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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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消息的数据来⾃于 TUITextMessageCellData 类，通过它的接⼝可以修改⽂字消息的字体和颜⾊。 
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定义消息的字体和颜⾊，⽰例代码如下：

// 设置发送⽂字消息的字体和颜⾊ 

[TUITextMessageCellData setOutgoingTextFont:[UIFont systemFontOfSize:20]]; 

[TUITextMessageCellData setOutgoingTextColor:[UIColor blueColor]]; 

// 设置接收⽂字消息的字体和颜⾊ 

[TUITextMessageCellData setIncommingTextFont:[UIFont systemFontOfSize:20]]; 

[TUITextMessageCellData setIncommingTextColor:[UIColor purpleColor]]; 

设置⽓泡的背景图⽚

⽓泡 Cell 显⽰的图⽚从 TUIBubbleMessageCellData 获取，该对象提供了类⽅法可以设置图⽚。 
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定义⽓泡背景图⽚，⽰例代码如下：

// 设置发送⽓泡，包括普通状态和选中状态 

[TUIBubbleMessageCellData setOutgoingBubble:[UIImage imageNamed:@"outgoing_bubbl

e"]]; 

[TUIBubbleMessageCellData setOutgoingHighlightedBubble:[UIImage imageNamed:@"outg

oing_bubble_highlighted"]]; 

// 设置接收⽓泡，包括普通状态和选中状态 

[TUIBubbleMessageCellData setIncommingBubble:[UIImage imageNamed:@"incoming_bubbl

e"]]; 

[TUIBubbleMessageCellData setIncommingHighlightedBubble:[UIImage imageNamed:@"inc

oming_bubble_highlighted"]]; 

设置⽓泡的边距

在 TUIKit 中，⽂字和声⾳都会⽤⽓泡显⽰，TUIMessageCellLayout 提供了类⽅法设置 bubbleInsets。 
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定义⽓泡边距，⽰例代码如下：

// 设置发送消息的⽓泡边距 

[TUIMessageCellLayout outgoingTextMessageLayout].bubbleInsets = UIEdgeInsetsMake(

20, 20, 24, 24); 

// 设置接收消息的⽓泡边距 

[TUIMessageCellLayout incommingTextMessageLayout].bubbleInsets = UIEdgeInsetsMake

(20, 20, 24, 24); 

设置发送者的头像样式

修改 TUIMessageCellLayout 的相关属性，可设置发送者的头像样式。 
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定义发送者的头像样式，⽰例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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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发送者头像⼤⼩和位置 

[TUIMessageCellLayout outgoingTextMessageLayout].avatarSize = CGSizeMake(80, 80); 

[TUIMessageCellLayout outgoingTextMessageLayout].avatarInsets = UIEdgeInsetsMake(

10, 10, 20, 20); 

// 设置接收者头像⼤⼩和位置 

[TUIMessageCellLayout incommingTextMessageLayout].avatarSize = CGSizeMake(80, 80

); 

[TUIMessageCellLayout incommingTextMessageLayout].avatarInsets = UIEdgeInsetsMake

(10, 10, 20, 20); 

注意：

其他消息类型请获取对应的 layout 实例设置头像的⼤⼩和位置。

设置消息的昵称样式

修改 TUIMessageCellLayout 的相关属性，可设置消息的发送⽅昵称字体和颜⾊。 
您可以在初始化聊天窗⼝前，⾃定义消息的昵称样式，⽰例代码如下：

// 设置收到的消息的昵称字体及颜⾊ 

[TUIMessageCellData setIncommingNameFont:[UIFont systemFontOfSize:20]]; 

[TUIMessageCellData setIncommingNameColor:[UIColor blueColor]]; 

// 设置⾃⼰的昵称字体及颜⾊，默认情况下不显⽰⾃⼰的昵称 

[TUIMessageCellData setOutgoingNameFont:[UIFont systemFontOfSize:20]]; 

[TUIMessageCellData setOutgoingNameColor:[UIColor purpleColor]];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9 共298⻚

本⽂介绍如何设置 Web 界⾯⻛格。

设置会话列表

TUIConversation 提供会话列表功能。会话列表主要由会话列表区组成，会话列表区提供了 UI 样式可供修改。

设置会话列表样式

登录后 TUIKit 会根据⽤户名从 SDK 读取该⽤户的会话列表。会话列表提供⼀些常⽤功能定制，例如，头像样式、背

景、字体⼤⼩、点击与⻓按事件等。

会话列表中单个列表项展⽰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onversation/components/list-item/index.vue 

⽂件中。

⽰例代码如下：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4:29:02

<!-- 会话列表中单个会话列表项展⽰ --> 

<li ref="content"> 

<div class="TUI-conversation-item"> 

<aside class="left"> 

<!-- 头像 --> 

<img class="avatar" :src="handleConversation?.avator(conversation)"> 

<!-- 消息未读数/红点 --> 

<span class="num" v-if="conversation.unreadCount>0 && conversation.messageRemind

Type !== 'AcceptNotNotify'"> 

{{conversation.unreadCount > 99 ? '99+' : conversation.unreadCount}} 

</span> 

<span class="num-notify" v-if="conversation.unreadCount>0 && conversation.messag

eRemindType === 'AcceptNotNotify'"></span> 

</aside> 

<div class="content"> 

<div class="content-header"> 

<!-- 会话名称 --> 

<label> 

<p class="name">{{handleConversation?.name(conversation)}}</p> 

</label> 

<!-- 会话最新消息展⽰/@提⽰ --> 

<div class="middle-box"> 

<span class="middle-box-at" v-if="conversation.type === 'GROUP' && conversation.

groupAtInfoList.length > 0">{{handleConversation?.showAt(conversation)}}</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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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onversation/components/list-item/style/web.scss` 下设置会
话列表中列表项的样式。 设置会话列表中头像样式⽰例代码如下：

设置聊天窗⼝的样式

TUIChat提供聊天窗⼝。聊天窗⼝包含三个区域，从上到下为标题栏区、消息区和输⼊区。 
聊天窗⼝相关配置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index.vue  ⽂件中。

设置标题栏区样式

<p>{{handleConversation?.showMessage(conversation)}}</p> 

</div> 

</div> 

<div class="content-footer"> 

<!-- 会话最新消息时间 --> 

<span class="time">{{handleConversation?.time(conversation.lastMessage.lastTim

e)}}</span> 

<!-- 会话是否设置免打扰 --> 

<img v-if="conversation.messageRemindType === 'AcceptNotNotify'" class="mute-ico

n" src="../../../../assets/icon/mute.svg"> 

<i></i> 

</div> 

</div> 

</div> 

<!-- 会话菜单栏 --> 

<div class="dialog dialog-item" v-if="toggle" ref="dialog">...</div>

</li>

.TUI-conversation { 

&-item { 

.left { 

.avatar { 

width: 30px;// 设置头像的宽度 

height: 30px;// 设置头像的⾼度 

border-radius: 5px;// 设置头像形状为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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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栏有左右两个区域组成，如下图所⽰：

聊天窗⼝标题栏相关代码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index.vue  ⽂

件中。聊天窗⼝标题栏区提供⼀些常⽤功能定制，例如，背景、字体⼤⼩、按钮图标、点击事件、功能开关等。

⽰例代码如下：

您可以在`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style/web.scss`⽂件中设置聊天窗⼝标题栏区样式。 设置聊
天窗⼝标题栏区的字体⼤⼩和背景⾊⽰例代码如下：

设置消息区样式

设置聊天窗⼝的背景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style/web.scss  下⾃定义设置聊天

背景⾊或背景图⽚。

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的⽰例代码如下：

<header class="TUIChat-header"> 

<!-- 聊天窗⼝名/【正在输⼊中...】状态提⽰ --> 

<typing-header :needtyping="needTyping" 【正在输⼊中...】状态提⽰开关，如需关闭此功能请

传⼊false="" ...=""> 

<!-- 群聊天设置（仅限群聊天窗⼝） --> 

<aside class="setting"> 

<manage v-if="conversation.groupProfile"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 :userinfo=

"userInfo" :ish5="env.isH5"> 

</manage></aside> 

</typing-header></header>

.TUIChat { 

&-header { 

background-color: #147AFF;// 设置聊天窗⼝标题栏背景⾊ 

h1 { 

font-size: 16px;// 设置聊天窗⼝标题栏字体⼤⼩ 

} 

} 

}

.TUI-message-list { 

background-color: #006EFF;// 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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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图⽚的⽰例代码如下：

设置发送者的头像样式

消息区中的头像相关代码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bubble.vue  ⽂件中。如果

⽤户没有设置头像会显⽰默认头像，您可以⾃定义设置默认头像、头像是否圆⾓以及头像⼤⼩等。

设置默认头像⽰例代码如下：

设置头像形状、⼤⼩⽰例代码如下：

设置⽓泡的背景⾊

}

.TUI-message-list { 

// 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图⽚ 

background-image: url(https://qcloudimg.tencent-cloud.cn/raw/176cddbfb778a4bb26a

5d423056efe1d.png);  

}

<!-- 设置默认头像路径为https://web.sdk.qcloud.com/component/TUIKit/assets/avatar_2

1.png --> 

<img class="avatar" :src="message?.avatar || 'https://web.sdk.qcloud.com/compone

nt/TUIKit/assets/avatar_21.png'" onerror="this.src='https://web.sdk.qcloud.com/c

omponent/TUIKit/assets/avatar_21.png'">

.avatar { 

width: 36px;// 设置头像宽度 

height: 36px;// 设置头像⾼度 

border-radius: 5px; // 设置头像为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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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区中单条消息包括avatar头像、messageArea内容区以及messageLabel标签区组成。结构如图所⽰： 

 
聊天窗⼝消息区中，左边为对⽅的⽓泡，右边为⾃⼰的⽓泡，你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bubble.vue  ⽂件中⾃定义

设置双⽅的⽓泡背景。

设置消息⽓泡颜⾊⽰例代码如下：

设置发送者的昵称样式

你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bubble.vue 

⽂件中⾃定义设置昵称的字体⼤⼩与颜⾊等。

设置发送者昵称样式⽰例代码如下：

.message-area { 

.content { 

&-in { 

background: #fbfbfb;// 设置左边接收对⽅消息⽓泡颜⾊ 

border-radius: 0px 10px 10px 10px; 

} 

&-out { 

background: #dceafd;// 设置右边本⼈发送消息⽓泡颜⾊ 

border-radius: 10px 0px 10px 10px; 

} 

} 

}

.message-area { 

.name { 

font-weight: 400;// 设置发送者昵称字体粗细 

font-size: 0.8rem; // 设置发送者昵称字体⼤⼩ 

color: #999999;// 设置发送者昵称字体颜⾊ 

} 

}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4 共298⻚

设置聊天内容样式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text.vue  ⽂

件中⾃定义设置聊天内容的字体⼤⼩、双⽅字体颜⾊、emoji表情⼤⼩等。 
设置聊天内容样式⽰例代码如下：

设置聊天的提⽰信息样式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tip.vue  ⽂

件中⾃定义设置提⽰信息的背景、字体⼤⼩以及字体颜⾊等。

⽰例代码如下：

设置输⼊区域 InputView

输⼊区域包含⽂字输⼊、表情输⼊、图⽚发送、视频发送、⽂件发送、评价发送、常⽤语发送等功能。

隐藏不需要的功能

您可以⾃定义隐藏功能模块的发送图⽚、发送⽂件以及发送评价等功能。

输⼊区功能模块通过获取sendComponents中注册的功能模块来加载各项功能，sendComponents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index.ts  ⽂件中进⾏注册，您可以在该⽂件中删除

您不需要的功能。

⽰例代码如下：

.text-img { 

width: 20px;// 设置聊天内容中emoji表情宽度 

height: 20px;// 设置聊天内容中emoji表情⾼度 

} 

.text-box { 

white-space: pre-wrap; 

font-size: 14px;// 设置聊天内容中字体⼤⼩ 

color: #999999;// 设置聊天内容中字体颜⾊ 

}

.message-tip { 

margin: 0 auto; 

color: #999999;// 设置提⽰信息字体颜⾊ 

font-size: 14px;// 设置提⽰信息字体⼤⼩ 

background: red;// 设置提⽰信息背景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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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sendComponents: any = { 

Face,// 发送表情功能 

Image,// 发送图⽚功能 

Video,// 发送视频功能 

File,// 发送⽂件功能 

Evaluate,// 发送评价功能 

Words,// 发送常⽤语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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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介绍如何设置 H5 界⾯⻛格。

设置会话列表

TUIConversation 提供会话列表功能。会话列表主要由会话列表区组成，会话列表区提供了 UI 样式可供修改。

设置会话列表样式

登录后 TUIKit 会根据⽤户名从 SDK 读取该⽤户的会话列表。会话列表提供⼀些常⽤功能定制，例如，头像样式、背

景、字体⼤⼩、点击与⻓按事件等。

会话列表中单个列表项展⽰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onversation/components/list-item/index.vue 

⽂件中。

⽰例代码如下：

H5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4:48:40

<!-- 会话列表中单个会话列表项展⽰ --> 

<li ref="content"> 

<div class="TUI-conversation-item"> 

<aside class="left"> 

<!-- 头像 --> 

<img class="avatar" :src="handleConversation?.avator(conversation)"> 

<!-- 消息未读数/红点 --> 

<span class="num" v-if="conversation.unreadCount>0 && conversation.messageRemind

Type !== 'AcceptNotNotify'"> 

{{conversation.unreadCount > 99 ? '99+' : conversation.unreadCount}} 

</span> 

<span class="num-notify" v-if="conversation.unreadCount>0 && conversation.messag

eRemindType === 'AcceptNotNotify'"></span> 

</aside> 

<div class="content"> 

<div class="content-header"> 

<!-- 会话名称 --> 

<label> 

<p class="name">{{handleConversation?.name(conversation)}}</p> 

</label> 

<!-- 会话最新消息展⽰/@提⽰ --> 

<div class="middle-box"> 

<span class="middle-box-at" v-if="conversation.type === 'GROUP' && conversation.

groupAtInfoList.length > 0">{{handleConversation?.showAt(conversation)}}</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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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onversation/components/list-item/style/h5.scss` 下设置
会话列表中列表项的样式。 设置会话列表中头像样式⽰例代码如下：

设置聊天窗⼝的样式

TUIChat提供聊天窗⼝。聊天窗⼝包含三个区域，从上到下为标题栏区、消息区和输⼊区。 
聊天窗⼝相关配置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index.vue  ⽂件中。

设置标题栏区样式

<p>{{handleConversation?.showMessage(conversation)}}</p> 

</div> 

</div> 

<div class="content-footer"> 

<!-- 会话最新消息时间 --> 

<span class="time">{{handleConversation?.time(conversation.lastMessage.lastTim

e)}}</span> 

<!-- 会话是否设置免打扰 --> 

<img v-if="conversation.messageRemindType === 'AcceptNotNotify'" class="mute-ico

n" src="../../../../assets/icon/mute.svg"> 

<i></i> 

</div> 

</div> 

</div> 

<!-- 会话菜单栏 --> 

<div class="dialog dialog-item" v-if="toggle" ref="dialog">...</div>

</li>

.TUI-conversation-item { 

.left { 

.avatar { 

width: 30px;// 设置头像的宽度 

height: 30px;// 设置头像的⾼度 

border: 5px;// 设置头像形状为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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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栏有左中右两个区域组成，如下图所⽰：

聊天窗⼝标题栏相关代码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index.vue  ⽂

件中。聊天窗⼝标题栏区提供⼀些常⽤功能定制，例如，背景、字体⼤⼩、按钮图标、点击事件、功能开关等。

⽰例代码如下：

您可以在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style/h5.scss` ⽂件中设置聊天窗⼝标题栏区样式。 设置聊
天窗⼝标题栏区的字体⼤⼩和背景⾊⽰例代码如下：

设置消息区样式

设置聊天窗⼝的背景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style/h5.scss  下⾃定义设置聊天背

景⾊或背景图⽚。

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的⽰例代码如下：

<header class="TUIChat-header"> 

<!-- 返回按钮 --> 

<i class="icon icon-back" @click="back" v-if="env.isH5"></i> 

<!-- 聊天窗⼝名/【正在输⼊中...】状态提⽰ --> 

<typing-header :needtyping="needTyping" 【正在输⼊中...】状态提⽰开关，如需关闭此功能请

传⼊false="" ...=""> 

<!-- 群聊天设置（仅限群聊天窗⼝） --> 

<aside class="setting"> 

<manage v-if="conversation.groupProfile"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 :userinfo=

"userInfo" :ish5="env.isH5"> 

</manage></aside> 

</typing-header></header>

.TUIChat-H5 { 

.TUIChat-header { 

background-color: #147AFF;// 设置聊天窗⼝标题栏背景⾊ 

h1 { 

font-size: 16px;// 设置聊天窗⼝标题栏字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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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图⽚的⽰例代码如下：

设置发送者的头像样式

消息区中的头像相关代码主要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bubble.vue  ⽂件中。如果

⽤户没有设置头像会显⽰默认头像，您可以⾃定义设置默认头像、头像是否圆⾓以及头像⼤⼩等。

设置默认头像⽰例代码如下：

设置头像形状、⼤⼩⽰例代码如下：

设置⽓泡的背景⾊

.TUIChat-H5  

.TUIChat-main { 

.TUI-message-list { 

background-color: #006EFF;// 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 

} 

} 

}

.TUIChat-H5  

.TUIChat-main { 

.TUI-message-list { 

// 设置聊天窗⼝消息区的背景图⽚ 

background-image: url(https://im.sdk.qcloud.com/download/tuikit-resource/avatar/

avatar_6.png); 

} 

} 

}

<!-- 设置默认头像路径为https://web.sdk.qcloud.com/component/TUIKit/assets/avatar_2

1.png --> 

<img class="avatar" :src="message?.avatar || 'https://web.sdk.qcloud.com/compone

nt/TUIKit/assets/avatar_21.png'" onerror="this.src='https://web.sdk.qcloud.com/c

omponent/TUIKit/assets/avatar_21.png'">

.avatar { 

width: 36px;// 设置头像宽度 

height: 36px;// 设置头像⾼度 

border-radius: 5px; // 设置头像为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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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区中单条消息包括 avatar 头像、messageArea 内容区以及 messageLabel 标签区组成。结构如图所⽰： 

 
聊天窗⼝消息区中，左边为对⽅的⽓泡，右边为⾃⼰的⽓泡，你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bubble.vue  ⽂件中⾃定义

设置双⽅的⽓泡背景。

设置消息⽓泡颜⾊⽰例代码如下：

设置发送者的昵称样式

你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bubble.vue 

⽂件中⾃定义设置昵称的字体⼤⼩与颜⾊等。

.message-area { 

.content { 

&-in { 

background: #fbfbfb;// 设置左边接收对⽅消息⽓泡颜⾊ 

border-radius: 0px 10px 10px 10px; 

} 

&-out { 

background: #dceafd;// 设置右边本⼈发送消息⽓泡颜⾊ 

border-radius: 10px 0px 10px 10px; 

} 

} 

}

.message-area { 

.name { 

font-weight: 400;// 设置发送者昵称字体粗细 

font-size: 0.8rem; // 设置发送者昵称字体⼤⼩ 

color: #999999;// 设置发送者昵称字体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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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聊天内容样式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text.vue  ⽂

件中⾃定义设置聊天内容的字体⼤⼩、双⽅字体颜⾊、emoji表情⼤⼩等。 
设置聊天内容样式⽰例代码如下：

设置聊天的提⽰信息样式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tip.vue  ⽂

件中⾃定义设置提⽰信息的背景、字体⼤⼩以及字体颜⾊等。

⽰例代码如下：

设置输⼊区域 InputView

输⼊区域包含⽂字输⼊、表情输⼊、图⽚发送、视频发送、⽂件发送、评价发送、常⽤语发送等功能。

隐藏不需要的功能

您可以⾃定义隐藏功能模块的发送图⽚、发送⽂件以及发送评价等功能。

输⼊区功能模块通过获取sendComponents中注册的功能模块来加载各项功能，sendComponents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index.ts  ⽂件中进⾏注册，您可以在该⽂件中删除

您不需要的功能。

⽰例代码如下：

.text-img { 

width: 20px;// 设置聊天内容中emoji表情宽度 

height: 20px;// 设置聊天内容中emoji表情⾼度 

} 

.text-box { 

white-space: pre-wrap; 

font-size: 14px;// 设置聊天内容中字体⼤⼩ 

color: #999999;// 设置聊天内容中字体颜⾊ 

}

.message-tip { 

margin: 0 auto; 

color: #999999;// 设置提⽰信息字体颜⾊ 

font-size: 14px;// 设置提⽰信息字体⼤⼩ 

background: red;// 设置提⽰信息背景颜⾊ 

}

let sendComponents: any = { 

Face,// 发送表情功能 

Image,// 发送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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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发送视频功能 

File,// 发送⽂件功能 

Evaluate,// 发送评价功能 

Words,// 发送常⽤语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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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TUIKit 从 v1.1.0 版本开始 ，主题⻛格颜⾊能⼒得到⼤幅度完善。

TUIKit默认提供颜⾊配置，您可以直接使⽤，⽆需任何配置。

但同时，您也可以很⽅便的⾃定义，TUIKit界⾯中，各处众多颜⾊配置。

⾃定义⽅式

TUIKit颜⾊对象

在此对象中，您可以定义TUIKit界⾯中，各处的颜⾊配置。

请直接实例化⼀个  TUITheme()  对象。并修改⾥⾯的各个参数，以覆盖默认值，使⽤⾃定义颜⾊。

该对象构造函数，可配置的颜⾊有如下：

// 应⽤主⾊ 

// Primary Color For The App 

final Color? primaryColor; 

// 应⽤次⾊ 

// Secondary Color For The App 

final Color? secondaryColor; 

// 提⽰颜⾊，⽤于次级操作或提⽰ 

// Info Color, Used For Secondary Action Or Info 

final Color? infoColor; 

// 浅背景颜⾊，⽐主背景颜⾊浅，⽤于填充缝隙或阴影 

// Weak Background Color, Lighter Than Main Background, Used For Marginal Space O

r Shadowy Space 

final Color? weakBackgroundColor; 

// 宽屏幕：浅⽩背景颜⾊，⽐浅背景颜⾊浅 

// Weak Background Color, Lighter Than Main Background, Used For Marginal Space O

r Shadowy Space 

final Color? wideBackgroundColor; 

// 浅分割线颜⾊，⽤于分割线或边框 

// Weak Divider Color, Used For Divider Or Border 

final Color? weakDividerColor; 

// 浅字⾊ 

// Weak Text Color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29 1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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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olor? weakTextColor; 

// 深字⾊ 

// Dark Text Color 

final Color? darkTextColor; 

// 浅主⾊，⽤于AppBar或Panels 

// Light Primary Color, Used For AppBar Or Several Panels 

final Color? lightPrimaryColor; 

// 字⾊ 

// TextColor 

final Color? textColor; 

// 警⽰⾊，⽤于危险操作 

// Caution Color, Used For Warning Actions 

final Color? cautionColor; 

// 群主标识⾊ 

// Group Owner Identification Color 

final Color? ownerColor; 

// 群管理员标识⾊ 

// Group Admin Identification Color 

final Color? adminColor; 

// ⽩⾊ 

// white 

final Color? white; 

// ⿊⾊ 

// black 

final Color? black; 

// 输⼊框填充⾊ 

// input fill color 

final Color? inputFillColor; 

// 灰⾊⽂本 

// grey text color 

final Color? textgrey; 

/// 新版本颜⾊从这⾥开始 

/// 

/// 会话列表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BgColor; 

/// 会话列表边框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BorderColor; 

/// 会话列表选中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ActiveBgColor; 

/// 会话列表置顶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PinedBgColor; 

/// 会话列表Title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TitleTextColor; 

/// 会话列表LastMessage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LastMessageTextColor; 

/// 会话列表Time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TitmeTex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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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话列表⽤户在线状态背景⾊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OnlineStatusBgColor; 

/// 会话列表⽤户离线状态背景⾊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OfflineStatusBgColor; 

/// 会话列表未读数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UnreadCountBgColor; 

/// 会话列表未读数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UnreadCountTextColor; 

/// 会话列表草稿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DraftTextColor; 

/// 会话列表收到消息不提醒Icon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NoNotificationIcon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字体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Text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Clear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ClearBg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Pin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PinBgColor; 

/// 会话列表侧滑按钮Delete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SliderDeleteBgColor; 

/// 会话列表宽屏模式选中时背景颜⾊ 

final Color? conversationItemChooseBgColor; 

/// 聊天⻚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BgColor; 

/// 聊天⻚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TimeDividerTextColor; 

/// 聊天⻚导航栏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BgColor; 

/// 聊天⻚导航栏Title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TitleTextColor; 

/// 聊天⻚导航栏Back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BackTextColor; 

/// 聊天⻚导航栏Action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HeaderActionText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Text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来⾃⾃⼰时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FromSelfBg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来⾃⾮⾃⼰时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FromOthersBg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已读状态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ItemUnreadStatusText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头背景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TongueBgColor; 

/// 聊天⻚历史消息列表⼩⾆头字体颜⾊ 

final Color? chatMessageTongueTex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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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式

调⽤ TUIKit 提供的  setTheme  ⽅法，传⼊上⼀步定义的颜⾊对象  TUITheme()  即可。

该⽅法可随时调⽤，动态修改。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_coreInstance.setTheme(theme: TUITheme()); 

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接⼊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如下⽅式联系我们。

Telegram Group
WhatsApp Group

https://t.me/+1doS9AUBmndhNGNl
https://chat.whatsapp.com/Gfbxk7rQBqc8Rz4pzzP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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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默认实现了⽂本、图⽚、语⾳、视频、⽂件等基本消息类型的发送和展⽰，如果这些消息类型满⾜不了您的
需求，您可以新增⾃定义消息类型。

基本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显⽰效果图

⽂本类消息

图⽚类消息

语⾳类消息

添加⾃定义消息

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1 10: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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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类消息

⽂件类消息

⾃定义消息

如果基本消息类型不能满⾜您的需求，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定义消息。下⽂以发送⼀条可跳转⾄浏览器的超

⽂本作为⾃定义消息为例，帮助您快速了解实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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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内置的⾃定义消息样式如下图所⽰： 

说明：

TUIKit 在 5.8.1668 版本重新设计了⼀套⾃定义消息⽅案，新⽅案较旧⽅案有很⼤的改动，实现起来更简单快

捷。旧⽅案 API 继续保留，但不再维护。 
我们强烈建议您升级到 5.8.1668 及以上版本，使⽤新⽅案实现⾃定义消息。

展⽰⾃定义消息

TUIKit 内置的⾃定义消息 cell 元素如下图所⽰： 

您可以在 ChatPresenter.java 的  onRecvNewMessage  ⽅法中接收⾃定义消息。收到的⾃定义消息最终会以

 MessageViewHolder  的形式展⽰在消息列表中，  MessageViewHolder  绘制所需的数据我们称之为

 MessageBean 。

下⾯我们分步骤讲解下如何展⽰⾃定义消息。

实现⾃定义消息 MessageBean 类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Chat/tuichat/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hat/presenter/ChatPresenter.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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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TUIChat/tuichat/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hat/bean/message/ 

⽂件夹下新建  CustomLinkMessageBean.java  ⽂件，  CustomLinkMessageBean  类继承⾃

 TUIMessageBean ，⽤于存储显⽰的⽂字和要跳转的链接。 

⽰例代码如下：

2. 重写  CustomLinkMessageBean  的  onProcessMessage(message)  ⽅法，⽤于实现对⾃定义消息的解

析。

⽰例代码如下：

3. 重写  CustomLinkMessageBean  的  onGetDisplayString()  ⽅法，⽤于⽣成在会话列表中的⽂字摘

要。

public class CustomLinkMessageBean extends TUIMessageBean { 

private String text; 

private String link; 

public String getText() { 

return text; 

} 

public String getLink() { 

return link;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ProcessMessage(V2TIMMessage v2TIMMessage) { 

// ⾃定义消息view的实现，这⾥仅仅展⽰⽂本信息，并且实现超链接跳转 

text = TUIChatService.getAppContext().getString(R.string.no_support_msg); 

link = ""; 

String data = new String(v2TIMMessage.getCustomElem().getData()); 

try { 

HashMap map = new Gson().fromJson(data, HashMap.class); 

if (map != null) { 

text = (String) map.get("text"); 

link = (String) map.get("link"); 

} 

} catch (JsonSyntaxException e) { 

} 

setExtra(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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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后的效果如下：

⽰例代码如下：

实现 MessageViewHolder 类

1. 在
 Android/TUIChat/tuichat/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hat/classicui

/widget/message/viewholder/CallingMessageHolder.java  ⽂件夹下新建

 CustomLinkMessageHolder.java  ⽂件，  CustomLinkMessageHolder  继承⾃

 MessageContentHolder  ，⽤于实现⾃定义消息⽓泡的样式布局和点击事件。 

⽰例代码如下：

2. 重写  CustomLinkMessageHolder  的  getVariableLayout  ⽅法，返回展⽰⾃定义消息的布局。 

⽰例代码如下：

@Override 

public String onGetDisplayString() { 

return text; 

}

public class CustomLinkMessageHolder extends MessageContentHolder { 

public CustomLinkMessageHolder(View itemView) { 

super(itemView); 

} 

}

@Override 

public int getVariableLay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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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写  CustomLinkMessageHolder  的  layoutVariableViews  ⽅法，⽤于把⾃定义消息渲染到布局上，

并添加⾃定义消息的点击事件。

⽰例代码如下：

return R.layout.test_custom_message_layout1; 

}

@Override 

public void layoutVariableViews(TUIMessageBean msg, int position) { 

// ⾃定义消息view的实现，这⾥仅仅展⽰⽂本信息，并且实现超链接跳转 

TextView textView = itemView.findViewById(R.id.test_custom_message_tv); 

String text = ""; 

String link = ""; 

if (msg instanceof CustomLinkMessageBean) { 

text = ((CustomLinkMessageBean) msg).getText(); 

link = ((CustomLinkMessageBean) msg).getLink(); 

} 

textView.setText(text); 

msgContentFrame.setClickable(true); 

String finalLink = link; 

msgContentFrame.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 

intent.setAction("android.intent.action.VIEW"); 

Uri content_url = Uri.parse(finalLink); 

intent.setData(content_url); 

intent.addFlags(Intent.FLAG_ACTIVITY_NEW_TASK); 

TUIChatService.getAppContext().startActivity(intent); 

} 

}); 

msgContentFrame.setOnLongClickListener(new View.OnLong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LongClick(View v) { 

if (onItemLongClickListener != null) { 

onItemLongClickListener.onMessageLongClick(v, position, msg); 

} 

return fal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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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定义消息类型

在  TUIChatService.java  ⽂件的  initMessageType  ⽅法中，调⽤  addCustomMessageType  ⽅法注

册⾃定义消息。

⽰例代码如下：

在  ClassicUIService.java  ⽂件的  initMessage  ⽅法中，调⽤  addMessageType  ⽅法注册⾃定义消

息类型与消息布局的映射关系。

⽰例代码如下：

发送⾃定义消息

private void initMessageType() { 

addCustomMessageType("text_link", // ⾃定义消息唯⼀标识（注意不能重复） 

CustomLinkMessageBean.class); // 消息 MessageBean 类型，步骤⼀中创建的 MessageBean 类 

}

public void initMessage() { 

addMessageType(CustomLinkMessageBean.class, // 消息 MessageBean 类型，步骤⼀中创建的

MessageBean 类 

CustomLinkMessageHolder.class); // 消息 MessageViewHolder 类型，步骤⼆中创建的 Messa

geViewHolder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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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定义消息发送按钮主要由⽂本  title  和图⽚  icon  组成： 

1. 在 ChatLayoutSetting.java 的  customizeChatLayout  ⽅法中添加代码，添加⾃定义消息发送按钮。 

⽰例代码如下：

2. 为上⾯步骤创建的⾃定义消息发送按钮设置点击监听，点击消息发送按钮后就可以创建⼀条⾃定义消息发送。

⾃定义消息是⼀段 JSON 数据，在 JSON 中定义  businessID  字段来唯⼀标识这条消息类型。

⽰例代码如下：

InputMoreActionUnit unit = new InputMoreActionUnit() {}; 

unit.setIconResId(R.drawable.custom); 

unit.setTitleId(R.string.test_custom_action); 

unit.setActionId(CustomHelloMessage.CUSTOM_HELLO_ACTION_ID); 

unit.setPriority(10); 

inputView.addAction(unit);

unit.setOnClickListener(unit.new OnActi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 { 

Gson gson = new Gson(); 

CustomHelloMessage customHelloMessage = new CustomHelloMessage(); 

customHelloMessage.businessID = "text_link"; 

customHelloMessage.text = "欢迎加⼊云通信IM⼤家庭！"; 

customHelloMessage.link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79

4";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Chat/tuichat/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uikit/tuichat/classicui/setting/ChatLayoutSetting.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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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data = gson.toJson(customHelloMessage); 

TUIMessageBean info = ChatMessageBuilder.buildCustomMessage(data, customHelloM

essage.text, customHelloMessage.text.getBytes()); 

layout.sendMessage(info, fal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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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默认实现了⽂本、图⽚、语⾳、视频、⽂件等基本消息类型的发送和展⽰，如果这些消息类型满⾜不了您的
需求，您可以新增⾃定义消息类型。

基本消息类型

消息类型 显⽰效果图

⽂本类消息

图⽚类消息

语⾳类消息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1 10: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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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类消息

⽂件类消息

⾃定义消息

如果基本消息类型不能满⾜您的需求，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定义消息。下⽂以发送⼀条可跳转⾄浏览器的超

⽂本作为⾃定义消息为例，帮助您快速了解实现流程。

TUIKit 内置的⾃定义消息样式如下图所⽰： 

说明：

TUIKit 在 5.8.1668 版本重新设计了⼀套⾃定义消息⽅案，新⽅案较旧⽅案有很⼤的改动，实现起来更简单快
捷。旧⽅案 API 继续保留，但不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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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烈建议您升级到 5.8.1668 及以上版本，使⽤新⽅案实现⾃定义消息。

展⽰⾃定义消息

您可以在 TUIMessageBaseDataProvider.m 的  onRecvNewMessage  函数内接收⾃定义消息。 

收到的⾃定义消息最终会以  Cell  的形式展⽰在消息列表中，  Cell  绘制所需的数据我们称之为  CellData 

。

下⾯我们分步骤讲解下如何展⽰⾃定义消息。

创建⾃定义 CellData

1. 在  TUIChat/UI_Classic/Cell/CellData/Custom  ⽂件夹下新建 TUILinkCellData.h 和

TUILinkCellData.m ⽂件，继承⾃  TUIMessageCellData  ，⽤于存储显⽰的⽂字和跳转的链接。

⽰例代码如下：

@interface TUILinkCellData : TUIMessageCellData 

@property NSString *text; 

@property NSString *link; 

@end 

2. 重写⽗类的  getCellData:  ⽅法。⽤于把  V2TIMMessage  转换成消息列表  Cell  的绘制数据

 TUILinkCellData 。 

⽰例代码如下：

@implementation TUILinkCellData

   

   

   

 (TUIMessageCellData *)getCellData:(V2TIMMessage *)message{ 

NSDictionary *param = [NSJSONSerialization

JSONObjectWithData:message.customElem.data options:NSJSONReadingAllowFragments

error:nil]; 

TUILinkCellData *cellData = [[TUILinkCellData alloc]

initWithDirection:message.isSelf ? MsgDirectionOutgoing : MsgDirectionIncoming]; 

cellData.innerMessage = message; 

cellData.msgID = message.msgID;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BaseDataProvider/TUIMessageBaseDataProvider.m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UI_Classic/Cell/CellData/Custom/TUILinkCellData.h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UI_Classic/Cell/CellData/Custom/TUILinkCellDa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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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Data.text = param[@"text"]; 

cellData.link = param[@"link"]; 

cellData.avatarUrl = [NSURL URLWithString:message.faceURL]; 

return cellData; 

} 

@end 

 

3. 重写⽗类的  getDisplayString:  ⽅法。⽤于把  V2TIMMessage  转换成会话列表  lastMsg  的展⽰⽂

本信息。

会话列表  lastMsg  展⽰⽂本指的是当⽤户停留在会话列表，每个会话 cell 会显⽰当前会话最后⼀条消息。如

下图所⽰：

⽰例代码如下：

@implementation TUILinkCellData 

+ (NSString *)getDisplayString:(V2TIMMessage *)message { 

NSDictionary *param = [NSJSONSerialization JSONObjectWithData:message.customElem.

data options:NSJSONReadingAllowFragments error:nil]; 

return param[@"text"]; 

} 

@end 

4. 重写⽗类的  contentSize：  ⽅法，⽤于计算  cellData  内容所占绘制区域的⼤⼩。 

⽰例代码如下：

- (CGSize)contentSize 

{ 

CGRect rect = [self.text boundingRectWithSize:CGSizeMake(300, MAXFLOAT) option

s:NSStringDrawingUsesLineFragmentOrigin | NSStringDrawingUsesFontLeading attrib

utes:@{ NSFontAttributeName : [UIFont systemFontOfSize:15] } context:nil]; 

CGSize size = CGSizeMake(ceilf(rect.size.width)+1, ceilf(rect.size.height)); 

// 加上⽓泡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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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height += 60; 

size.width += 20; 

return size; 

} 

创建⾃定义 Cell

1. 在  TUIChat/UI_Classic/Cell/CellUI/Custom  ⽂件夹下新建 TUILinkCell.h 和 TUILinkCell.m ⽂件，继

承⾃  TUIMessageCell  ，⽤于绘制  TUILinkCellData  数据。 

⽰例代码如下：

@interface TUILinkCell : TUIMessageCell 

@property UILabel *myTextLabel; // 展⽰⽂本 

@property UILabel *myLinkLabel; // 链接跳转⽂本

   

   

   

 (void)fillWithData:(TUILinkCellData *)data; // 绘制 UI 

@end 

 

2. 重写⽗类  initWithStyle:reuseIdentifier:  ⽅法，创建  myTextLabel  和  myLinkLabel  ⽂本展

⽰对象，并添加⾄  container  容器。 

⽰例代码如下：

@implementation TUILinkCell 

// 初始化控件

   

   

   

 (instancetype)initWithStyle:(UITableViewCellStyle)style reuseIdentifier:(NSString

*)reuseIdentifier 

{ 

self = [super initWithStyle:style reuseIdentifier:reuseIdentifier]; 

if (self) {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UI_Classic/Cell/CellUI/Custom/TUILinkCell.h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UI_Classic/Cell/CellUI/Custom/TUILinkCel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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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yTextLabel = [[UILabel alloc] init]; 

[self.container addSubview:self.myTextLabel]; 

self.myLinkLabel = [[UILabel alloc] init]; 

self.myLinkLabel.text = @<span class="hljs-string">&quot;查看详情>>&quot;</span

>; 

[self.container addSubview:_myLinkLabel]; 

} 

return self; 

} 

@end 

 

3. 重写⽗类  fillWithData:  ⽅法，在  TUILinkCell  中⾃定义展⽰  TUILinkCellData  数据。 

⽰例代码如下：

@implementation TUILinkCell 

// 根据 cellData 绘制 cell

   

   

   

 (void)fillWithData:(TUILinkCellData *)data; 

{ 

[super fillWithData:data]; 

self.myTextLabel.text = data.text; 

} 

@end 

 

4. 重写⽗类  layoutSubviews  ⽅法，⾃定义控件的布局。 

⽰例代码如下：

// 设置控件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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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layoutSubviews 

{ 

[super layoutSubviews]; 

self.myTextLabel.mm_top(10).mm_left(10).mm_flexToRight(10).mm_flexToBottom(50); 

self.myLinkLabel.mm_sizeToFit().mm_left(10).mm_bottom(10); 

} 

@end 

 

注册⾃定义 Cell 和 CellData

当  cell  和  cellData  创建完成后，需要您在 TUIMessageDataProvider.m 的  load  函数⾥主动注册

 cell  和  cellData  信息。 

注册完成后，消息列表在收到消息时会根据  businessID  ⾃动找到对应的  cellData  处理消息数据，消息列

表在刷新 UI 的时候，也会根据  businessID  ⾃动创建对应  Cell  绘制  cellData  数据。

⽰例代码如下：

@implementation TUIMessageDataProvider 

+ (void)load { 

// 以下代码需要您⾃⼰实现 

customMessageInfo = @[@{@"businessID" : @"custom_message_link", // ⾃定义消息唯⼀标

识（注意不要重复）

@"cell_name" : @"TUILinkCell" // cell 的类名 

@"cell_data_name" : @"TUILinkCellData" // cellData 的类名 

}, 

// 如果您需要多种类型的⾃定义消息，可以在下⾯继续添加⾃定义消息信息 

@{@"businessID" : @"custom_message_link2", 

@"cell_name" : @"TUILinkCell2"  

@"cell_data_name" : @"TUILinkCellData2" 

}]; 

} 

@end 

发送⾃定义消息

如下图所⽰，⾃定义消息发送按钮主要由⽂本  title  和图⽚  image  组成，您可以在 TUIChatDataProvider.m

的  load  函数注册发送按钮信息。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UI_Classic/DataProvider/TUIMessageDataProvider.m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UI_Classic/DataProvider/TUIChatDataProvid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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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代码如下：

@implementation TUIChatDataProvider 

+ (void)load { 

// 以下代码需要您⾃⼰实现 

customButtonInfo = @[@{@"SendBtn_Key" : @"custom_link_btn", // 按钮唯⼀标识 

@"SendBtn_Title" : @"⾃定义" // 按钮⽂本信息 

@"SendBtn_ImageName" : @"custom_link_image" // 按钮图⽚名称 

}]; 

} 

@end 

当按钮被点击后，可以在 TUIC2CChatViewController.m 的  didSelectMoreCell  回调通过

createCustomMessage 接⼝创建⼀条⾃定义消息，其中参数  data  可以由  json  数据组成，可以在  json  数

据⾥⾯⾃定义⼀个  businessID  字段来唯⼀标识这条消息。 

⽰例代码如下：

@implementation TUIMessageController 

- (void)inputController:(TUIInputController *)inputController didSelectMoreCell:

(TUIInputMoreCell *)cell 

{ 

if ([cell.data.key isEqualToString:@"custom_link_btn"]) {  

// 创建⾃定义消息，设置消息的 businessID、展⽰⽂本、跳转链接（以下代码需要您⾃⼰实现） 

NSString *businessID = @"custom_message_link"; 

NSString *text = @"欢迎加⼊腾讯·云通信⼤家庭！"; 

NSString *link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794";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IMSDK/blob/master/iOS/TUIKit/TUIChat/UI_Classic/Chat/TUIC2CChatViewController.m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ategoryV2TIMManager_07Message_08.html#a7a38c42f63a4e0c9e89f6c56dd0da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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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Dictionary *param = @{@"businessID": businessID, @"text":text, @"link":link}; 

NSData *data = [NSJSONSerialization dataWithJSONObject:param options:0 error:&err

or]; 

V2TIMMessage *message =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createCustomMessage:data]; 

[self sendMessage:message]; 

}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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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默认实现了⽂本、图⽚、语⾳、视频、⽂件等基本消息类型的发送和展⽰，如果这些消息类型满⾜不了您的
需求，您可以新增⾃定义消息类型。

⾃定义消息

如果基本消息类型不能满⾜您的需求，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定义消息。

下⽂以发送⼀条可跳转⾄浏览器的超⽂本作为⾃定义消息为例，帮助您快速了解实现流程。

展⽰⾃定义消息

⾃定义类消息和其他普通类型消息接收⽅式⼀致，所有类型消息都通过监听  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事

件来获取。

收到的⾃定义消息根据相应的具体类型字段以不同的形式展⽰在消息列表中 。 
下⾯我们讲解下如何展⽰⾃定义消息。

创建⾃定义消息展⽰结构

⾃定义消息的展⽰主要通过在  messageBubble  的内容区渲染  messgaeCustom  实现。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custom.vue 

⽂件下新增您需要的⾃定义消息展⽰结构样式。

以超⽂本类型消息展⽰结构为例，⽰例代码如下：

发送⾃定义消息

Web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5:52:38

<!-- 判断⾃定义消息展⽰类型 --> 

<template v-else-if="isCustom.businessID === constant.typeTextLink"> 

<div class="textLink"> 

<!-- 展⽰⽂本 --> 

<p>{{isCustom.text}}</p> 

<!-- 展⽰超链接 --> 

<a :href="isCustom.link" target="view_window">{{$t('message.custom.查看详情>>')}}

</a> 

</div>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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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调⽤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server.ts  ⽂件中的

 sendCustomMessage  ⽅法来发送⼀条⾃定义消息。  sendCustomMessage  接收⼀个参数  data  ，

 data  会被作为消息  Message  的  payload  字段发送，其中参数  data  数据⾥⾯⾃定义⼀个

 businessID  字段来唯⼀标识这条⾃定义消息类型。您可以通过构建不同的 data 数据项来实现发送不同类型的⾃

定义消息。

发送超⽂本类⾃定义消息⽰例代码如下：

const custom = { 

data: { 

// ⾃定义消息类型的标识字段 

businessID: constant.typeTextLink, 

// 超⽂本类⾃定义消息⽂字说明部分 

text: '欢迎加⼊腾讯云IM⼤家庭', 

// 超⽂本类⾃定义消息超链接部分 

link: 'https://buy.tencentcloud.com/avc', 

}, 

description: '欢迎加⼊腾讯云IM⼤家庭', 

extension: '欢迎加⼊腾讯云IM⼤家庭', 

}; 

sendCustomMessage(custom);// 调⽤ sendCustomMessage ⽅法发送⾃定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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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默认实现了⽂本、图⽚、语⾳、视频、⽂件等基本消息类型的发送和展⽰，如果这些消息类型满⾜不了您的
需求，您可以新增⾃定义消息类型。

⾃定义消息

如果基本消息类型不能满⾜您的需求，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定义消息。

下⽂以发送⼀条可跳转⾄浏览器的超⽂本作为⾃定义消息为例，帮助您快速了解实现流程。

展⽰⾃定义消息

⾃定义类消息和其他普通类型消息接收⽅式⼀致，所有类型消息都通过监听  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事

件来获取。

收到的⾃定义消息根据相应的具体类型字段以不同的形式展⽰在消息列表中 。 
下⾯我们讲解下如何展⽰⾃定义消息。

创建⾃定义消息展⽰结构

⾃定义消息的展⽰主要通过在  messageBubble  的内容区渲染  messgaeCustom  实现。 

您可以在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components/message-custom.vue 

⽂件下新增您需要的⾃定义消息展⽰结构样式。

以超⽂本类型消息展⽰结构为例，⽰例代码如下：

发送⾃定义消息

H5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5:54:53

<!-- 判断⾃定义消息展⽰类型 --> 

<template v-else-if="isCustom.businessID === constant.typeTextLink"> 

<div class="textLink"> 

<!-- 展⽰⽂本 --> 

<p>{{isCustom.text}}</p> 

<!-- 展⽰超链接 --> 

<a :href="isCustom.link" target="view_window">{{$t('message.custom.查看详情>>')}}

</a> 

</div> 

</template>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8 共298⻚

您可以通过调⽤路径  src/TUIKit/TUIComponents/container/TUIChat/server.ts  ⽂件中的

 sendCustomMessage  ⽅法来发送⼀条⾃定义消息。  sendCustomMessage  接收⼀个参数  data  ，

 data  会被作为消息  Message  的  payload  字段发送，其中参数  data  数据⾥⾯⾃定义⼀个

 businessID  字段来唯⼀标识这条⾃定义消息类型。您可以通过构建不同的 data 数据项来实现发送不同类型的⾃

定义消息。

发送超⽂本类⾃定义消息⽰例代码如下：

const custom = { 

data: { 

// ⾃定义消息类型的标识字段 

businessID: constant.typeTextLink, 

// 超⽂本类⾃定义消息⽂字说明部分 

text: '欢迎加⼊腾讯云IM⼤家庭', 

// 超⽂本类⾃定义消息超链接部分 

link: 'https://buy.tencentcloud.com/avc', 

}, 

description: '欢迎加⼊腾讯云IM⼤家庭', 

extension: '欢迎加⼊腾讯云IM⼤家庭', 

}; 

sendCustomMessage(custom);// 调⽤ sendCustomMessage ⽅法发送⾃定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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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默认实现了⽂本、图⽚、语⾳、视频、⽂件等基本消息类型的发送和展⽰，如果这些消息类型满⾜不了您的
需求，您可以新增⾃定义消息类型。

⾃定义消息

如果基本消息类型不能满⾜您的需求，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定义消息。

下⽂以发送⼀条可跳转⾄浏览器的超⽂本作为⾃定义消息为例，帮助您快速了解实现流程。

下⾯我们分步骤讲解使⽤⾃定义消息。

展⽰⾃定义消息

⾃定义消息携带的信息，以 String 格式，存储于  V2TimMessage.V2TimCustomElem.data  中。如果需要传递

的信息量⼤，建议使⽤ JSON 格式。

展⽰⾃定义消息基本逻辑：解析时，将 JSON String 解析成 Map，⽤于实例化⼀个预定义的类，以该对象内的数

据，渲染⾃定义消息体。

1. 定义⼀个类，⽤于⾃定义消息解析后的结构。并完成⼀个 fromJSON 的⽅法，通过 Map 对其实例化。 
以上述包含链接及⽂本的⾃定义消息格式举例：

class CustomMessage { 

// 此处的内容请根据需要⾃⾏定义 

String? link; 

String? text; 

String? businessID; 

CustomMessage.fromJSON(Map json) { 

link = json["link"]; 

text = json["text"]; 

businessID = json["businessID"]; 

} 

}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3 15: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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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写⼀个⽅法，⽤于实现对⾃定义消息的解析，得到⼀个数据对象。
⽰例代码如下：

CustomMessage? getCustomMessageData(V2TimCustomElem? customElem) { 

try { 

if (customElem?.data != null) { 

final customMessage = jsonDecode(customElem!.data!); 

return CustomMessage.fromJSON(customMessage); 

} 

return null; 

} catch (err) { 

return null; 

} 

} 

3. 在  TIMUIKitChat  中，使⽤  messageItemBuilder  内  customMessageItemBuilder ，渲染⾃定义

消息。

⽰例代码如下：

messageItemBuilder: MessageItemBuilder( 

customMessageItemBuilder: (message, isShowJump, clearJump) { 

final CustomMessage customMessage = getCustomMessageData(message.customElem); 

if (linkMessage != null) { 

final String option1 = linkMessage.link ?? ""; 

return Column( 

mainAxisAlignment: MainAxisAlignment.start, 

crossAxisAlignment: CrossAxisAlignment.start, 

children: [ 

Text(linkMessage.text ?? ""), 

MarkdownBody( 

data: TIM_t_para( 

"[查看详情 >>]({{option1}})", "[查看详情 >>]($option1)")( 

option1: option1), 

styleSheet: MarkdownStyleSheet.fromTheme(ThemeData( 

textTheme: const TextTheme( 

bodyText2: TextStyle(fontSize: 16.0)))) 

.copyWith( 

a: TextStyle(color: LinkUtils.hexToColor("015fff")),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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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送⾃定义消息

发送⾃定义消息基本步骤：使⽤ SDK 创建⼀条⾃定义消息，将要发送的内容转成 JSON String 格式放⼊  data 

中，并调⽤  TIMUIKitChatController  的  sendMessage  接⼝发送。 

此处演⽰⽰例以直接通过更多功能⾯板，创建并发送⼀条⾃定义消息为例。

1. 实例化⼀个消息控制器，并传⼊  TIMUIKitChat  中。

final TIMUIKitChatController _timuiKitChatController = 

TIMUIKitChatController(); 

   

   

 return TIMUIKitChat( 

controller: _timuiKitChatController, 

// ...其他参数 

) 

 

2. 为  TIMUIKitChat  的  morePanelConfig  属性中的  extraAction  数组新增⼀项，添加⾃定义消息发

送按钮。

更多功能⾯板的按钮，主要由⽂本  title  和图⽚  icon  组成。 

⽰例代码如下：

morePanelConfig: MorePanelConfig( 

extraAction: [ 

MorePanelItem( 

id: "customMessage", 

title: imt("⾃定义消息"), 

onTap: (c) { 

_sendCustomMessage(); 

}, 

icon: Container( 

height: 64, 

width: 64, 

margin: const EdgeInsets.only(botto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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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ration: const BoxDecoration( 

color: Colors.white, 

borderRadius: BorderRadius.all(Radius.circular(5))), 

child: SvgPicture.asset( 

"images/custom-msg.svg", 

package: '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height: 64, 

width: 64, 

), 

) 

), 

// ... 其他更多功能⾯板按钮 

], 

// ...其他参数 

) 

3. 实现上述步骤所需的⾃定义消息发送⽅法。

⽰例：点击消息发送按钮后就可以创建⼀条⾃定义消息发送，代码如下：

_sendCustomMessage() async { 

// 创建⾃定义消息，下⽅的data/desc/extension可由您⾃⾏定义内容。 

V2TimValueCallback<V2TimMsgCreateInfoResult> createCustomMessageRes = 

await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 

.getMessageManager() 

.createCustomMessage( 

data: 

'{"businessID":"text_link","link":"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

69/3794","text":"欢迎加⼊腾讯云IM⼤家庭！","version":4}', 

desc: '⾃定义desc', 

extension: '⾃定义extension', 

); 

if (createCustomMessageRes.code == 0) { 

String? id = createCustomMessageRes.data?.id; 

// 发送⾃定义消息 

V2TimValueCallback<V2TimMessage>? sendMessageRes = 

await _timuiKitChatController.sendMessage( 

messageInfo: createCustomMessageRes.data?.messageInfo); 

if (sendMessageRes!.code == 0) { 

// 发送成功 

sendMessageRes.data?.customElem?.data; //⾃定义data 

sendMessageRes.data?.customElem?.desc; //⾃定义desc 

sendMessageRes.data?.customElem?.extension; //⾃定义extens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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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Chat ⽀持添加⾃定义表情。

新增⾃定义表情

TUIChat ⽀持从沙盒、assets ⽬录以及⽹络路径加载⾃定义表情。 
以添加 assets ⽬录下的 programmer 表情为例：

准备表情包资源

App 的 src/main ⽂件夹下新建 assets ⽂件夹，将表情⽂件夹放在 App 的 assets ⽬录下：

添加表情包

添加⾃定义表情

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1 15: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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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启动时调⽤接⼝将⾃定义表情添加到 FaceManager ： 
每个表情包都有唯⼀的 faceGroupID，表情包中的每个表情对应⼀个 faceKey，表情包添加到 FaceManager 中之
后“更多表情”输⼊界⾯会根据 faceGroupID 的⼤⼩进⾏排序显⽰。

public class Demo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FaceGroup programmerGroup = new FaceGroup(); 

// 更多表情输⼊界⾯每⾏显⽰个数 

programmerGroup.setPageColumnCount(5); 

// 更多表情输⼊界⾯表情⾏数 

programmerGroup.setPageRowCount(2); 

// 表情包封⾯ 

programmerGroup.setFaceGroupIconUrl("file:///android_asset/programmer/programmer0

0@2x.png"); 

// 表情包名称 

programmerGroup.setGroupName("programmer"); 

for (int i = 0; i < 16; i++) { 

CustomFace customFace = new CustomFace(); 

String index = "" + i; 

if (i < 10) { 

index = "0" + i; 

} 

// 设置表情在 assets 的路径，如果路径为沙盒路径或者⽹络路径可以使⽤ setFaceUrl ⽅法 

customFace.setAssetPath("programmer/programmer" + index + "@2x.png"); 

// 表情的标识（key） 

String faceKey = "programmer" + index; 

customFace.setFaceKey(faceKey); 

// 更多表情输⼊界⾯表情显⽰宽度 

customFace.setWidth(170); 

// 更多表情输⼊界⾯表情显⽰⾼度 

customFace.setHeight(170); 

programmerGroup.addFace(faceKey, customFace); 

} 

// 向 FaceManager 中注册该表情包，FaceGroupID 为 1 

FaceManager.addFaceGroup(1, programmerGroup); 

} 

} 

添加成功的效果

添加成功之后，打开聊天界⾯“更多表情”输⼊界⾯即可看到新添加的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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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faceGroupID 是⼤于 0 的整数⽽且不可重复。

发送⾃定义表情

添加⾃定义表情之后，可以在聊天的“更多表情”输⼊界⾯看到已经添加的表情，点击表情即可发送。

也可以使⽤代码⽣成表情消息然后发送，例如：

V2TIMMessage v2TIMMessage =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 

.createFaceMessage(faceGroupID, faceKey.getBytes());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sendMessage(v2TIMMessage, 

userID, 

null, 

V2TIMMessage.V2TIM_PRIORITY_DEFAULT, 

false, 

null, 

new V2TIMSendCallback<V2TIM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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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定义表情

接收到⾃定义表情消息之后，TUIKit 会将 IMSDK 的 V2TIMMessage 解析为 FaceMessageBean 类型，可以由
FaceMessageBean 获得⾃定义表情的 faceGroupID 和 faceKey

TUIMessageBean messageBean = ChatMessageParser.parseMessage(v2TIMMessage); 

FaceMessageBean faceMessageBean = null; 

if (messageBean instanceof FaceMessageBean) { 

faceMessageBean = (FaceMessageBean) messageBean; 

} 

if (faceMessageBean != null) { 

int faceGroupID = faceMessageBean.getIndex(); 

String faceKey = null; 

if (faceMessageBean.getData() != null) { 

faceKey = new String(faceMessageBean.getData()); 

} 

} 

渲染⾃定义表情

调⽤现有接⼝渲染

得到⾃定义表情的 faceGroupID 和 faceKey 之后，可以调⽤ FaceManager 的 loadFace ⽅法直接加载到传⼊的
imageView 上：

FaceManager.loadFace(faceGroupID, faceKey, imageView); 

⾃定义渲染

也可以通过表情的 faceGroupID 和 faceKey，从 FaceManager 中获取到表情的真实 url，再通过得到的 url ⾃定义渲

染，例如：

String faceUrl = ""; 

List<FaceGroup> faceGroupList = FaceManager.getFaceGroupList(); 

for(FaceGroup faceGroup : faceGroupList) { 

if (faceGroup.getGroupID() == faceGroupID) { 

ChatFace face = faceGroup.getFace(faceKey); 

if (face != null) { 

faceUrl = face.getFace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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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oad faceUrl into view 

渲染效果

渲染效果如图所⽰：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99 共298⻚

概述

TUIChat 表情⾯板内置了部分 emoji ⼩表情，您也可以按需添加⾃定义表情。本⽂重点讲解添加⾃定义表情。

内置⼩表情⾯板 ⾃

整个表情⾯板由两部分组成，如下图：

表情资源图⽚管理，包括：表情图⽚展⽰；

表情组管理，包括：表情组封⾯图，发送按钮。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1 15: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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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定义表情包

新增⼀套⾃定义表情包，您只需要按照如下两个步骤配置即可：

1. 准备表情资源
2. 启动 App 时加载表情包

需要说明的是，TUIChat 已经内置了表情包的发送和解析逻辑，您可以很轻松地实现⾃定义表情包的多端互通。

接下来以“programer” 这套⾃定义表情为例，演⽰如何添加⾃定义表情包，如下图。

准备表情资源

在添加表情包之前，您⾸先需要准备⼀套拥有版权的表情资源。如下图，只需要将您的表情图⽚打包成 bundle ⽂件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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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表情包

如下图，将含有 “programer” 表情资源的⾃定义表情包  CustomFaceResource.bundle  拖到您的 xcode ⼯程

中。然后在 App 启动时加载即可。

- (BOOL)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N

SDictionary *)launchOptions { 

app = self; 

// App 启动时，加载表情资源 

[self setupCustomSticker];  

return 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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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setupCustomSticker { 

// 1 获取⾃定义表情包 bundle 的路径 

NSString *customFaceBund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CustomF

aceResource" ofType:@"bundle"]; 

// 2 加载⾃定义表情组 

// 2.1 加载 programer 表情资源图⽚，并解析成 TUIFaceCellData 

NSMutableArray<TUIFaceCellData *> *faceItems = [NSMutableArray array]; 

for (int i = 0; i <= 17; i++) { 

TUIFaceCellData *data = [[TUIFaceCellData alloc] init]; 

// 表情资源图⽚的⽂件名（可不带扩展名），⽤于多端互通（多端互通时，⽂件名需要保持⼀致） 

data.name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yz%02d", i]; 

// 表情资源图⽚的路径，⽤于本地显⽰ 

data.path = [customFaceBundle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NSString string

WithFormat:@"programer/%@", data.name]]; 

[faceItems addObject:data]; 

} 

// 2.2 创建 programer 表情组，并解析成 TUIFaceGroup 

TUIFaceGroup *programGroup = [[TUIFaceGroup alloc] init]; 

// 标识当前表情组在表情⾯板的序列号, ⽤于多端互通（多端互通时与表情的 name ⼀起在对端设备查找对

应图⽚）

// 需要注意的是，group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标识了当前表情包在表情⾯板中的实际位置（内置的 emo

ji 表情组默认是 0） 

programGroup.groupIndex = 1; 

// 当前表情包在⾃定义表情bundle中的根路径 

programGroup.groupPath = [customFaceBundle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p

rogramer/"]; 

// 当前表情包的表情资源 

programGroup.faces = faceItems; 

// 当前表情包的布局 

programGroup.rowCount = 2; 

programGroup.itemCountPerRow = 5; 

// 当前表情包的封⾯图的路径（不带扩展名） 

programGroup.menuPath = [customFaceBundle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pr

ogramer/menu"]; 

// 3 将 program 表情组添加到表情⾯板中 

[TUIConfig.defaultConfig appendFaceGroup:programGroup]; 

} 

多端互通

TUIChat 已经内置了表情包发送和解析逻辑，您只需要将如下两个属性在各个平台保持⼀致即可：

表情包中的图⽚⽂件名⼀致，也即 App 启动加载表情包时解析成  TUIFaceCellData  的  name  字段值需要

多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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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包在表情⾯板中的顺序⼀致，也即 App 启动加载表情包时解析成  TUIFaceGroup  的  groupIndex  字

段值需要多端⼀致。

当上述两个信息⼀致后，TUIChat 内置的表情包发送逻辑会将表情⽂件名和所属的表情包索引信息发给其他端，从

⽽实现多端互通。

需要注意的是，group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标识了当前表情包在表情⾯板中的实际位置（内置的 emoji 表情组默认
是 0）。

表情⾯板⾼级配置

调整表情⾯板顺序

TUIChat 的表情⾯板⽀持调整表情组的顺序，您只需要按照实际顺序调⽤  TUIConfig  的  -

appendFaceGroup:  ⽅法即可。

如果您想将内置 emoji 表情组调整到⾃定义表情后⾯，需要按照如下⽅式操作：

获取当前表情⾯板内置的表情组  TUIConfig.defaultConfig.faceGroups ；

重新排序；

将已经排好序的表情组列表赋值给表情⾯板。

- (void)setupCustomSticker { 

// 1 获取⾃定义表情包 bundle 的路径 

NSString *customFaceBundlePath = [[NSBundle mainBundle] pathForResource:@"CustomF

aceResource" ofType:@"bundle"];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4 共298⻚

// 2 加载⾃定义表情组 

// 2.1 加载 programer 表情资源图⽚，并解析成 TUIFaceCellData 

NSMutableArray<TUIFaceCellData *> *faceItems = [NSMutableArray array]; 

for (int i = 0; i <= 17; i++) { 

TUIFaceCellData *data = [[TUIFaceCellData alloc] init]; 

// 表情资源图⽚的⽂件名（可不带扩展名），⽤于多端互通（多端互通时，⽂件名需要保持⼀致） 

data.name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yz%02d", i]; 

// 表情资源图⽚的路径，⽤于本地显⽰ 

data.path = [customFaceBundle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NSString string

WithFormat:@"programer/%@", data.name]]; 

[faceItems addObject:data]; 

} 

// 2.2 创建 programer 表情组，并解析成 TUIFaceGroup 

TUIFaceGroup *programGroup = [[TUIFaceGroup alloc] init]; 

// 标识当前表情组在表情⾯板的序列号, ⽤于多端互通（多端互通时与表情的 name ⼀起在对端设备查找对

应图⽚）

// 需要注意的是，group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标识了当前表情包在表情⾯板中的实际位置（内置的 emo

ji 表情组默认是 0） 

programGroup.groupIndex = 0; 

// 当前表情包在⾃定义表情bundle中的根路径 

programGroup.groupPath = [customFaceBundle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p

rogramer/"]; 

// 当前表情包的表情资源 

programGroup.faces = faceItems; 

// 当前表情包的布局 

programGroup.rowCount = 2; 

programGroup.itemCountPerRow = 5; 

// 当前表情包的封⾯图的路径（不带扩展名） 

programGroup.menuPath = [customFaceBundle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pr

ogramer/menu"]; 

// 3 将 programer 表情组添加到表情⾯板最前⾯ 

// 3.1 获取内置表情组 

NSMutableArray *faceGroupsMenu = [NSMutableArray arrayWithArray:TUIConfig.default

Config.faceGroups]; 

// 3.2 将 programer 添加到表情组最前⾯ 

[faceGroupsMenu insertObject:programGroup atIndex:0]; 

// 3.3 重新赋值表情⾯板 

TUIConfig.defaultConfig.faceGroups = faceGroupsMenu; 

// 4 如果您不想改动内置表情的顺序，只需要按顺序添加即可。 

// [TUIConfig.defaultConfig appendFaceGroup:programGroup]; 

//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保证 groupIndex 与实际的顺序⼀致 

// 可以直接读取当前的位置复制 

programGroup.groupIndex = [TUIConfig.defaultConfig.faceGroups indexOfObject:pr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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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Group]; 

} 

说明：

由于表情包多端互通依赖于表情图⽚的名称和表情组所在⾯板的顺序，当您调整本地顺序之后，需要保证

groupIndex 与您实际顺序⼀致，⽅便各端互通。

修改表情组封⾯

您可以在加载⾃定义表情组时，给  TUIFaceGroup  的  menuPath  属性设置封⾯图的路径（⽆需 @2x.png 的扩

展名）来⾃定义表情组封⾯。

例如，将 "programer" 表情组中的  menu@2x.png  图⽚作为封⾯图⽚。

- (void)setupCustomSticker { 

.... 

// 2.2 创建 programer 表情组，并解析成 TUIFaceGroup 

TUIFaceGroup *programGroup = [[TUIFaceGroup alloc] init]; 

.... 

// 当前表情包的封⾯图的路径（不带扩展名） 

programGroup.menuPath = [customFaceBundle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pr

ogramer/menu"]; 

.... 

.... 

} 

调整表情图⽚的布局

⽬前 TUIChat 表情⾯板针对表情图⽚的布局，⽀持以下两个样式：

rowCount，当前表情组内图⽚显⽰的⾏数；
itemCountPerRow，每⾏展⽰的表情图⽚的个数。

例如，调整 “programer” 表情组中的表情图⽚排列规则是每⻚ 2 ⾏，每⾏最多 5 张图⽚。

- (void)setupCustomSticker { 

... 

// 2.2 创建 programer 表情组，并解析成 TUIFaceGroup 

TUIFaceGroup *programGroup = [[TUIFaceGroup alloc] 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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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表情包的布局 

programGroup.rowCount = 2; 

programGroup.itemCountPerRow = 5; 

... 

} 

表情包渲染原理

TUIChat 内置了表情包的发送和渲染机制，您⽆需关注本部分内容。

如果您想修改源码，或者需要将⾃定义表情内容编码后直接透传，可以参考该部分。

发送表情

TUIChat 的表情⾯板由 UICollectionView 组成，当点击每个表情图⽚后会触发  TUIInputController  的  -

faceView:didSelectItemAtIndexPath:  ⽅法，并将您点选的表情名称和对应表情组在⾯板中的索引信息回

调给您。

您可以在回调中通过两个步骤将表情发送出去：

使⽤表情名称和表情组索引创建表情消息；

调⽤ TUIChat 的⽅法将表情消息发送出去。

- (void)faceView:(TUIFaceView *)faceView didSelectItemAtIndexPath:(NSIndexPath *)

indexPath 

{ 

TUIFaceGroup *group = [TUIConfig defaultConfig].faceGroups[indexPath.section]; 

TUIFaceCellData *face = group.faces[indexPath.row]; 

if(indexPath.section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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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内置的 emoji ⼩表情，需要将⼩表情展⽰在输⼊框中 

[_inputBar addEmoji:face]; 

} 

else{ 

// 如果是⾃定义表情，直接发送给对端 

if (face.name) { 

// 创建表情消息 

V2TIMMessage *message =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createFaceMessage:group.gr

oupIndex data:[face.name dataUsingEncoding:NSUTF8StringEncoding]]; 

// 发送给对端 

if(_delegate && [_delegate respondsToSelector:@selector(inputController:didSendMe

ssage:)]){ 

[_delegate inputController:self didSendMessage:message]; 

} 

} 

} 

} 

解析表情并渲染

当收到对端的表情消息后，TUIChat 会触发  TUIFaceMessageCellData  的  - getCellData:  ⽅法，并在

其中将表情消息解析成⽤于展⽰表情的  TUIFaceMessageCellData  。

TUIChat 会将解析到的  TUIMessageCellData  赋值给  TUIFaceMessageCell  ⽤于渲染。

关于整个 TUIChat 的消息解析流程可以参⻅ 含 UI 集成⽅案 - 添加⾃定义消息 。

+ (TUIMessageCellData *)getCellData:(V2TIMMessage *)message { 

// 收到消息后，取出表情信息 

V2TIMFaceElem *elem = message.faceElem; 

// 创建⽤于显⽰表情的 TUIFaceMessageCellData 

TUIFaceMessageCellData *faceData = [[TUIFaceMessageCellData alloc] initWithDirect

ion:(message.isSelf ? MsgDirectionOutgoing : MsgDirectionIncoming)]; 

// 获取当前表情组在表情⾯板中的顺序 

faceData.groupIndex = elem.index; 

// 获取表情图⽚的⽂件名称 

faceData.faceName = [[NSString alloc] initWithData:elem.data encoding:NSUTF8Strin

gEncoding]; 

// 根据表情图⽚的名称和表情组，获取表情图⽚在本地表情包的具体路径 

for (TUIFaceGroup *group in [TUIConfig defaultConfig].faceGroups) { 

if(group.groupIndex == faceData.groupIndex){ 

NSString *path = [group.groupPath stringByAppendingPathComponent:faceData.faceNam

e]; 

faceData.path = path; 

break;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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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ceData.reuseId = TFaceMessageCell_ReuseId; 

return face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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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您介绍，如何为腾讯云IM Flutter TUIKit引⼊表情能⼒。

我们的  TIMUIKitChat  组件中，⽀持发送及接收三种类型的表情：

表情类型 发送形式 是否⽂字混排 发送内容 解析⽅式 引⼊⽅式 TUIKit默认⾃带

Unicode
Emoji表
情

⽂本消息 是
Unicode编
码

设备⾃动将

Unicode编码解
析成⼩表情。不

同的设备，对

Unicode解析后
的图形，略有不

同

Unicode
List

⽂档中提供⼀

套默认Unicode
列表⽰例

⼩图⽚表

情
⽂本消息 是

表情图⽚名

称

根据名称，⾃动

匹配本地Asset
图⽚资源

图⽚资源

预存于

Asset，
并定义

 List 

⼀套 QQ 同款
⼩表情图库，

可直接使⽤

⼤图⽚表

情
表情消息 否

 baseURL 

拼接图⽚⽂

件名，表情

图⽚Asset路
径

通过路径，解析

Asset资源

图⽚资源

预存于

Asset，
并定义

 List 

-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3 15:42:23

https://unicode.org/emoji/charts/full-emoji-list.html
https://unicode.org/emoji/charts/full-emoji-list.html
https://unicode.org/emoji/charts/full-emoji-list.html
https://unicode.org/emoji/charts/full-emoji-list.html
https://unicode.org/emoji/charts/full-emoji-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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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来动⼿接⼊TUIKit的表情能⼒。

说明：

TUIKit在升级⾄1.1.0版本后，对表情能⼒⽤法有较⼤改动。请您在升级最新版后，根据本⽂档指引，重新适
配接⼊表情能⼒。谢谢〜

STEP1: ⾃定义表情图⽚资源

说明：

本步骤选做：

如果您需要⽤到⾮默认提供的QQ⼩表情外的其他图⽚表情，如⾃定义图⽚⼩表情及图⽚⼤表情，才需完成本
步骤。

QQ⼩表情包，TUIKit已⾃带提供，⽆需在本步骤引⼊，请关注后续步骤。

将⽂件导⼊项⽬

https://pub.dev/packages/tencent_cloud_chat_ui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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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表情资源⽂件，导⼊项⽬的  assets/custom_face_resource/  ⽬录内。⽆论是图⽚⼤表情，抑或是

图⽚⼩表情，都需按此步骤引⼊。

该⽬录内，请使⽤不同的⽂件夹，区分表情⾯板中的不同Tab。每个Tab内表情，仅⽀持⼀种类型，图⽚⼤表情或图

⽚⼩表情。

⽂件夹的名称，请使⽤该Tab的  name  命名。该命名不会对客户展现，请根据开发需要，⾃定义即可。

请保证，所有表情资源⽂件，不要重名。

此路径的表情图⽚放置引⼊，可参考我们的Demo。

声明表情⽂件

打开  pubspec.yaml  ⽂件，在  flutter  =>  assets  中，声明刚刚引⼊的表情资源⽂件。

flutter: 

assets: 

- assets/custom_face_resource/ 

在代码中配置图⽚资源List

说明：

本步骤代码⽰例请参考此处，直接看  emojiList  即可。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demo-flutter/tree/main/assets/custom_face_resource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demo-flutter/blob/main/lib/utils/constant.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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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代码定义静态参数或配置的地⽅，定义⼀个  static List<customemojifacedata> ，⽤于将本地图⽚资

源，转换成TUIKit可以接受的格式，后续以  List  ⽅式传⼊。

此  List  中，每个item都是  CustomEmojiFaceData ，每个  CustomEmojiFaceData  构成⼀个表情⾯板

中的Tab。具体参数说明如下：

CustomEmojiFaceData( 

{ 

String name, // ⽂件夹⽬录名称 

String icon, // Tab中的icon资源⽂件名 

List<String> list, // 每个图⽚的⽂件名，以List 

bool isEmoji // 是否为图⽚⼩表情，默认为false，即图⽚⼤表情 

} 

); 

⽰例代码如下：

static final List<CustomEmojiFaceData> emojiList = [ 

// 使⽤图⽚⼩表情，⽀持图⽂混排，以⽂本消息形式发送 

CustomEmojiFaceData( 

name: '4349', 

icon: "aircraft.png", 

isEmoji: true, 

list: [ 

"aircraft.png", 

"alarmClock.png", 

"anger.png", 

// ... 

]), 

// 使⽤图⽚⼤表情，不⽀持图⽂混排，以表情消息形式发送 

CustomEmojiFaceData( 

name: '4350', 

icon: "menu@2x.png", 

list: [ 

"yz00@2x.png", 

// ... 

]), 

] 

STEP2: ⾃定义Emoji Unicode 字符串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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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步骤选做: 
如果您需要⽤到Unicode Emoji表情，才需完成本步骤。

在您代码定义静态参数或配置的地⽅，定义⼀个  List<map<string, object="">>  Unicode 列表，供传⼊。

该列表，我们提供⼀套⽰例，在附录中。

您看直接复制引⼊这套⽰例列表，或基于此修改。

STEP3: 表情资源预读⼊内存

说明：

本步骤代码⽰例请参考此处，直接看  setCustomSticker  ⽅法即可。 

QQ⼩表情包，TUIKit已⾃带提供，⽆需在本步骤引⼊，请关注后续步骤。

在您的项⽬启动后，⾸个  TIMUIKitChat  组件渲染前，将上⼀步定义的图⽚表情资源List，转换成TUIKit表情的

实例，放⼊全局Provider中，存储于内存⾥。

本步骤⽅法仅需执⾏⼀次，⼀次性全部读⼊内存中。 因展⽰渲染表情资源为⾼频操作，如每次展⽰前才动态读⼊内
存，对资源与性能占⽤⽐较⼤。

单个表情内存实例，使⽤  CustomSticker  类⽣成。如果传⼊了  unicode  则为 Unicode Emoji表情，否则为

图⽚类型表情。

class CustomSticker { 

int? unicode; // Unicode int值。如果传⼊了 `unicode` 则为 Unicode Emoji表情，否则为图

⽚类型表情

String name; // 表情名称 

int index; // 表情序号 

bool isEmoji; // 是否为图⽚⼩表情，默认为图⽚⼤表情 

} 

每个Tab的内存实例，使⽤  CustomStickerPackage  类⽣成。

class CustomStickerPackage { // ⼀个系列的表情包定义为⼀个package，占据⼀个表情⾯板Tab 

String name; // 表情包package name，该Tab⽂件夹名称。 

https://unicode.org/emoji/charts/full-emoji-list.html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demo-flutter/blob/main/lib/src/pages/app.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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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baseUrl; // 表情包package baseUrl，建议配置成："assets/custom_face_resource/

${表情包⽂件夹名称 即 表情包package name}" 

List<CustomSticker> stickerList; // 表情资源列表 

CustomSticker menuItem; // 表情⾯包Tab按钮icon 

bool isEmoji; // 是否为图⽚⼩表情，默认为图⽚⼤表情 

} 

综上所述，需要写的代码，我们给出⽰例版本。

表情项⼀演⽰如何使⽤Emoji Unicode表情包，表情项⼆演⽰如何使⽤图⽚类型（包含⼤或⼩）表情包。您可以根据
需要，使⽤全部或部分代码。

setCustomSticker() async { 

// 定义⼀个⼤List来承载各个表情包 package Tab 

List<CustomStickerPackage>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 = []; 

// 表情项⼀：使⽤Emoji Unicode表情列表。可以嵌⼊⽂字内容中。 

// `emojiData` 来⾃于STEP2。 

final defEmojiList = emojiData.asMap().keys.map((emojiIndex) { 

final emoji = Emoji.fromJson(emojiData[emojiIndex]); 

return CustomSticker( 

index: emojiIndex, name: emoji.name, unicode: emoji.unicode); 

}).toList();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add(CustomStickerPackage( 

name: "defaultEmoji", 

stickerList: defEmojiList, 

menuItem: defEmojiList[0])); 

// 表情项⼆：使⽤您提供的图⽚表情包。 

// 务必保证 `customEmojiPackage.name` 为该Tab⽂件夹名称。 

// `Const.emojiList` 来⾃于STEP1。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addAll(Const.emojiList.map((customEmojiPackage) { 

return CustomStickerPackage( 

name: customEmojiPackage.name, 

baseUrl: "assets/custom_face_resource/${customEmojiPackage.name}", 

stickerList: customEmojiPackage.list 

.asMap() 

.keys 

.map((idx) => 

CustomSticker(index: idx, name: customEmojiPackage.list[idx])) 

.toList(), 

menuItem: CustomSticker( 

index: 0, 

name: customEmojiPackage.icon, 

)); 

}).to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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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r.of<CustomStickerPackageData>(context, listen: false)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 =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 

} 

STEP4: 为 TIMUIKitChat 组件添加表情解析能⼒

说明：

本步骤代码⽰例请参考此处，重点浏览  renderCustomStickerPanel ,  customStickerPanel  及

 customEmojiList  即可。

将以下代码，直接拷⻉进⼊您⽤于承载  TIMUIKitChat  组件的类中。

Widget renderCustomStickerPanel({ 

sendTextMessage, 

sendFaceMessage, 

deleteText, 

addCustomEmojiText, 

addText, 

List<CustomEmojiFaceData> defaultCustomEmojiStickerList = const [], 

}) { 

final theme = Provider.of<DefaultThemeData>(context).theme; 

final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 = 

Provider.of<CustomStickerPackageData>(context).customStickerPackageList; 

final defaultEmojiList = 

defaultCustomEmojiStickerList.map((customEmojiPackage) { 

return CustomStickerPackage( 

name: customEmojiPackage.name, 

baseUrl: "assets/custom_face_resource/${customEmojiPackage.name}", 

isEmoji: customEmojiPackage.isEmoji, 

isDefaultEmoji: true, 

stickerList: customEmojiPackage.list 

.asMap() 

.keys 

.map((idx) => 

CustomSticker(index: idx, name: customEmojiPackage.list[idx])) 

.toList(), 

menuItem: CustomSticker( 

index: 0, 

name: customEmojiPackage.icon, 

));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demo-flutter/blob/main/lib/src/chat.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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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ist(); 

return StickerPanel( 

sendTextMsg: sendTextMessage, 

sendFaceMsg: (index, data) => 

sendFaceMessage(index + 1, (data.split("/")[3]).split("@")[0]), 

deleteText: deleteText, 

addText: addText, 

addCustomEmojiText: addCustomEmojiText,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 [ 

...defaultEmojiList, 

...customStickerPackageList 

], 

backgroundColor: theme.weakBackgroundColor, 

lightPrimaryColor: theme.lightPrimaryColor); 

} 

STEP4.1: 渲染图⽚⼩表情

说明：

本步骤选做:

如果您的项⽬需要⽤到图⽚⼩表情，包括⾃定义图⽚⼩表情，或直接使⽤默认⾃带 QQ 同款图⽚⼩表情，
才需完成本步骤。

图⽚⼩表情展现形式和Unicode Emoji类似，建议Unicode Emoji和图⽚⼩表情选⽤⼀个即可。即，如果您选
⽤了Unicode Emoji，可直接跳过本步骤。

STEP4.1(a) 为使⽤⾃定义图⽚⼩表情；
STEP4.1(b) 为使⽤默认⾃带 QQ 同款图⽚⼩表情。

以上⽅案，建议直接选⽤⼀个⽅案即可。

如果需要同时使⽤，请保证您的⾃定义图⽚⼩表情名称，不要和我们默认提供的 QQ 同款图⽚⼩表情重复。

STEP4.1(a): 添加渲染解析⾃定义图⽚⼩表情的⽀持

在您⽤于承载  TIMUIKitChat  组件的  build  ⽅法中，定义⼀个  List customEmojiList  变量，⽤于存

放图⽚⼩表情列表。

List customEmojiList = 

Const.emojiList.where((element) => element.isEmoji == true).toList(); 

并将此列表，传⼊  TIMUIKitChat  组件的  customEmojiStickerList  参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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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IMUIKitChat( 

customEmojiStickerList: customEmojiList, 

// ...... 

); 

说明：

如果您⽤于承载  TIMUIKitChat  组件的类为  StatefulWidget ，您可将  customEmojiList  变

量，放如State中，仅在⾸次build时，才去执⾏  where  命令，优化性能。

STEP4.1(b): 启⽤ QQ ⼩表情包

将  TIMUIKitChat  的  TIMUIKitChatConfig  的  isUseDefaultEmoji  参数，设置为  true  即可。此

时，会向表情包⾯板最左侧，⾃动⽣成⼀个承载 QQ ⼩表情包的 Tab。

return TIMUIKitChat( 

config: TIMUIKitChatConfig( 

isUseDefaultEmoji: true, 

// ...... 

), 

// ...... 

); 

STEP4.2: 将表情包能⼒，注⼊ TIMUIKit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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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步骤最开始让您复制的代码⽅法，传⼊  TIMUIKitChat  组件的  customStickerPanel  参数内。

return TIMUIKitChat( 

customStickerPanel: renderCustomStickerPanel, 

// ...... 

); 

此时，TUIKit表情能⼒接⼊完成。您可正常收发测试。如在接⼊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附录： Emoji Unicode 列表⽰例

本列表仅⽤于⽰例演⽰，您可根据需要，增加或修改。

List<Map<String, Object>> emojiData = [ 

{"name": "GRINNING FACE WITH SMILING EYES", "unicode": 128513}, 

{"name": "FACE WITH TEARS OF JOY", "unicode": 128514}, 

{"name": "SMILING FACE WITH OPEN MOUTH", "unicode": 128515}, 

{"name": "SMILING FACE WITH OPEN MOUTH AND SMILING EYES", "unicode": 128516}, 

{"name": "SMILING FACE WITH OPEN MOUTH AND COLD SWEAT", "unicode": 128517}, 

{ 

"name": "SMILING FACE WITH OPEN MOUTH AND TIGHTLY-CLOSED EYES", 

"unicode": 128518 

}, 

{"name": "WINKING FACE", "unicode": 128521}, 

{"name": "SMILING FACE WITH SMILING EYES", "unicode": 128522}, 

{"name": "FACE SAVOURING DELICIOUS FOOD", "unicode": 128523}, 

{"name": "RELIEVED FACE", "unicode": 128524}, 

{"name": "SMILING FACE WITH HEART-SHAPED EYES", "unicode": 128525}, 

{"name": "SMIRKING FACE", "unicode": 128527}, 

{"name": "UNAMUSED FACE", "unicode": 128530}, 

{"name": "FACE WITH COLD SWEAT", "unicode": 128531}, 

{"name": "PENSIVE FACE", "unicode": 128532}, 

{"name": "CONFOUNDED FACE", "unicode": 128534}, 

{"name": "FACE THROWING A KISS", "unicode": 128536}, 

{"name": "KISSING FACE WITH CLOSED EYES", "unicode": 128538}, 

{"name": "FACE WITH STUCK-OUT TONGUE AND WINKING EYE", "unicode": 128540}, 

{ 

"name": "FACE WITH STUCK-OUT TONGUE AND TIGHTLY-CLOSED EYES", 

"unicode": 128541 

}, 

{"name": "DISAPPOINTED FACE", "unicode": 128542}, 

{"name": "ANGRY FACE", "unicode": 128544}, 

{"name": "POUTING FACE", "unicode": 128545}, 

{"name": "CRYING FACE", "unicode": 12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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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PERSEVERING FACE", "unicode": 128547}, 

{"name": "FACE WITH LOOK OF TRIUMPH", "unicode": 128548}, 

{"name": "DISAPPOINTED BUT RELIEVED FACE", "unicode": 128549}, 

{"name": "FEARFUL FACE", "unicode": 128552}, 

{"name": "WEARY FACE", "unicode": 128553}, 

{"name": "SLEEPY FACE", "unicode": 128554}, 

{"name": "TIRED FACE", "unicode": 128555}, 

{"name": "LOUDLY CRYING FACE", "unicode": 128557}, 

{"name": "FACE WITH OPEN MOUTH AND COLD SWEAT", "unicode": 128560}, 

{"name": "FACE SCREAMING IN FEAR", "unicode": 128561}, 

{"name": "ASTONISHED FACE", "unicode": 128562}, 

{"name": "FLUSHED FACE", "unicode": 128563}, 

{"name": "DIZZY FACE", "unicode": 128565}, 

{"name": "FACE WITH MEDICAL MASK", "unicode": 128567}, 

{"name": "GRINNING CAT FACE WITH SMILING EYES", "unicode": 128568}, 

{"name": "CAT FACE WITH TEARS OF JOY", "unicode": 128569}, 

{"name": "SMILING CAT FACE WITH OPEN MOUTH", "unicode": 128570}, 

{"name": "SMILING CAT FACE WITH HEART-SHAPED EYES", "unicode": 128571}, 

{"name": "CAT FACE WITH WRY SMILE", "unicode": 128572}, 

{"name": "KISSING CAT FACE WITH CLOSED EYES", "unicode": 128573}, 

{"name": "POUTING CAT FACE", "unicode": 128574}, 

{"name": "CRYING CAT FACE", "unicode": 128575}, 

{"name": "WEARY CAT FACE", "unicode": 128576}, 

{"name": "FACE WITH NO GOOD GESTURE", "unicode": 128581}, 

{"name": "FACE WITH OK GESTURE", "unicode": 128582}, 

{"name": "PERSON BOWING DEEPLY", "unicode": 128583}, 

{"name": "SEE-NO-EVIL MONKEY", "unicode": 128584}, 

{"name": "HEAR-NO-EVIL MONKEY", "unicode": 128585}, 

{"name": "SPEAK-NO-EVIL MONKEY", "unicode": 128586}, 

{"name": "HAPPY PERSON RAISING ONE HAND", "unicode": 128587}, 

{"name": "PERSON RAISING BOTH HANDS IN CELEBRATION", "unicode": 128588}, 

{"name": "PERSON FROWNING", "unicode": 128589}, 

{"name": "PERSON WITH POUTING FACE", "unicode": 128590}, 

{"name": "PERSON WITH FOLDED HANDS", "unicode": 128591}, 

{"name": "BLACK SCISSORS", "unicode": 9986}, 

{"name": "WHITE HEAVY CHECK MARK", "unicode": 9989}, 

{"name": "AIRPLANE", "unicode": 9992}, 

{"name": "ENVELOPE", "unicode": 9993}, 

{"name": "RAISED FIST", "unicode": 9994}, 

{"name": "RAISED HAND", "unicode": 9995}, 

{"name": "VICTORY HAND", "unicode": 9996}, 

{"name": "PENCIL", "unicode": 9999}, 

{"name": "BLACK NIB", "unicode": 10002}, 

{"name": "HEAVY CHECK MARK", "unicode": 10004}, 

{"name": "HEAVY MULTIPLICATION X", "unicode": 10006}, 

{"name": "SPARKLES", "unicode": 10024}, 

{"name": "EIGHT SPOKED ASTERISK", "unicode": 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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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EIGHT POINTED BLACK STAR", "unicode": 10036}, 

{"name": "SNOWFLAKE", "unicode": 10052}, 

{"name": "SPARKLE", "unicode": 10055}, 

{"name": "CROSS MARK", "unicode": 10060}, 

{"name": "NEGATIVE SQUARED CROSS MARK", "unicode": 10062}, 

{"name": "BLACK QUESTION MARK ORNAMENT", "unicode": 10067}, 

{"name": "WHITE QUESTION MARK ORNAMENT", "unicode": 10068}, 

{"name": "WHITE EXCLAMATION MARK ORNAMENT", "unicode": 10069}, 

{"name": "HEAVY EXCLAMATION MARK SYMBOL", "unicode": 10071}, 

{"name": "HEAVY BLACK HEART", "unicode": 10084}, 

{"name": "HEAVY PLUS SIGN", "unicode": 10133}, 

{"name": "HEAVY MINUS SIGN", "unicode": 10134}, 

{"name": "HEAVY DIVISION SIGN", "unicode": 10135}, 

{"name": "BLACK RIGHTWARDS ARROW", "unicode": 10145}, 

{"name": "CURLY LOOP", "unicode": 10160}, 

{"name": "ROCKET", "unicode": 128640}, 

{"name": "RAILWAY CAR", "unicode": 128643}, 

{"name": "HIGH-SPEED TRAIN", "unicode": 128644}, 

{"name": "HIGH-SPEED TRAIN WITH BULLET NOSE", "unicode": 128645}, 

{"name": "METRO", "unicode": 128647}, 

{"name": "STATION", "unicode": 128649}, 

{"name": "BUS", "unicode": 128652}, 

{"name": "BUS STOP", "unicode": 128655}, 

{"name": "AMBULANCE", "unicode": 128657}, 

{"name": "FIRE ENGINE", "unicode": 128658}, 

{"name": "POLICE CAR", "unicode": 128659}, 

{"name": "TAXI", "unicode": 128661}, 

{"name": "AUTOMOBILE", "unicode": 128663}, 

{"name": "RECREATIONAL VEHICLE", "unicode": 128665}, 

{"name": "DELIVERY TRUCK", "unicode": 128666}, 

{"name": "SHIP", "unicode": 128674}, 

{"name": "SPEEDBOAT", "unicode": 128676}, 

{"name": "HORIZONTAL TRAFFIC LIGHT", "unicode": 128677}, 

{"name": "CONSTRUCTION SIGN", "unicode": 128679}, 

{"name": "POLICE CARS REVOLVING LIGHT", "unicode": 128680}, 

{"name": "TRIANGULAR FLAG ON POST", "unicode": 128681}, 

{"name": "DOOR", "unicode": 128682}, 

{"name": "NO ENTRY SIGN", "unicode": 128683}, 

{"name": "SMOKING SYMBOL", "unicode": 128684}, 

{"name": "NO SMOKING SYMBOL", "unicode": 128685}, 

{"name": "BICYCLE", "unicode": 128690}, 

{"name": "PEDESTRIAN", "unicode": 128694}, 

{"name": "MENS SYMBOL", "unicode": 128697}, 

{"name": "WOMENS SYMBOL", "unicode": 128698}, 

{"name": "RESTROOM", "unicode": 128699}, 

{"name": "BABY SYMBOL", "unicode": 128700}, 

{"name": "TOILET", "unicode": 12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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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WATER CLOSET", "unicode": 128702}, 

{"name": "BATH", "unicode": 128704}, 

{"name": "CIRCLED LATIN CAPITAL LETTER M", "unicode": 9410}, 

{"name": "NEGATIVE SQUARED LATIN CAPITAL LETTER A", "unicode": 127344}, 

{"name": "NEGATIVE SQUARED LATIN CAPITAL LETTER B", "unicode": 127345}, 

{"name": "NEGATIVE SQUARED LATIN CAPITAL LETTER O", "unicode": 127358}, 

{"name": "NEGATIVE SQUARED LATIN CAPITAL LETTER P", "unicode": 127359}, 

{"name": "NEGATIVE SQUARED AB", "unicode": 127374}, 

{"name": "SQUARED CL", "unicode": 127377}, 

{"name": "SQUARED COOL", "unicode": 127378}, 

{"name": "SQUARED FREE", "unicode": 127379}, 

{"name": "SQUARED ID", "unicode": 127380}, 

{"name": "SQUARED NEW", "unicode": 127381}, 

]; 

</map<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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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中的 TUISearch 实现了本地搜索，⽀持搜索本地存储的聊天记录、联系⼈、群聊等。搜索可以帮助⽤户从纷
繁的信息中快速找到⽬标，也可作为运营⼯具，增加相关内容的引导，简洁⾼效。

注意：

“本地搜索”为 IM 旗舰版功能，购买旗舰版 后可使⽤，详⻅ 价格说明。

功能展⽰

搜索接⼝的界⾯分为多个部分，第⼀部分是搜索好友，第⼆部分是搜索群组、群成员，第三部分是搜索消息且按照

会话分组。

您可通过 下载安装应⽤ 即刻体验。

接⼊指引

以下步骤将向您演⽰如何接⼊ TUISearch 组件。

购买套餐包

请单击前往 购买旗舰版。

集成 TUISearch

在  APP  的  build.gradle  ⽂件中添加对  tuisearch  的依赖：

api project(':tuisearch') 

登录 TUIKit

您需要调⽤  TUICore  的  TUILogin  登录 TUIKit。登录接⼝内部会默认初始化，不需要额外调⽤初始化。

TUILogin.login(this, SDKAPPID, userID, userSig, new TUICallback() { 

@Override 

实现本地搜索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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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Error(final int code, final String desc) { 

// 登录失败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登录成功 

} 

}); 

启动搜索界⾯

如果您集成了 TUIConversation 和 TUISearch 组件，此时不需要额外处理，searchBar 默认展⽰在会话列表的上⽅。 

如果您仅集成 TUISearch，此时需要添加⾃⼰的搜索视图，然后点击启动 SearchMainActivity 即可。

常⻅问题

1、如何搜索⾃定义消息 
您需要使⽤接⼝ createCustomMessage (byte[] data, String description, byte[] extension) 来创建并发送⾃定义消息，
把需要搜索的⽂本放到  description  参数中。 

如果您使⽤接⼝ createCustomMessage (byte[] data) 创建⾃定义消息，本地保存的是⼆进制数据流，⽆法被搜索

到。

如果您配置了离线推送功能，参数  description  设置后，⾃定义消息也会有离线推送且通知栏展⽰该参数内

容。

如果不需要离线推送可以⽤发消息接⼝ sendMessage 的参数 V2TIMOfflinePushInfo 中的 disablePush 来控制。 
如果推送的通知栏内容不想展⽰为被搜索的⽂本，可以⽤参数 V2TIMOfflinePushInfo 中的 setDesc 来另外设置推送
内容。

2、如何搜索富媒体消息 
富媒体消息包含⽂件、图⽚、语⾳、视频消息。

对于⽂件消息，界⾯通常显⽰⽂件名，因此创建时可以设置  fileName  参数，作为被搜索的内容，如果

 fileName  不设置则会从  filePath  提取⽂件名，并且都会保存到本地和服务器。 

⽽对于图⽚、语⾳、视频消息，界⾯通常显⽰缩略图或时⻓，可以指定消息类型做分类搜索，但不能通过关键字搜

索。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MessageManager.html#a313b1ea616f082f535946c83edd2cc7f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MessageManager.html#a5c2495d4b7ecd66e5636aeb865c17efd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MessageManager.html#a28e01403acd422e53e999f21ec064795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5d0ea30668513f45eda447875528b9c7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78c8e202aa4e0859468ce40bde6fd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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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中的 TUISearch 实现了本地搜索，⽀持搜索本地存储的聊天记录、联系⼈、群聊等。搜索可以帮助⽤户从纷
繁的信息中快速找到⽬标，也可作为运营⼯具，增加相关内容的引导，简洁⾼效。

注意：

“本地搜索”为 IM 旗舰版功能，购买旗舰版 后可使⽤，详情请参⻅ 价格说明。

功能展⽰

搜索接⼝的界⾯分为多个部分，第⼀部分是搜索好友，第⼆部分是搜索群组、群成员，第三部分是搜索消息且按照

会话分组。

您可通过 下载安装应⽤ 即刻体验。

接⼊指引

以下步骤将向您演⽰如何接⼊ TUISearch 组件。

购买套餐包

请单击前往 购买旗舰版。

集成 TUISearch

在 Podfile ⽂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 集成 TUISearch 组件 

pod 'TUISearch'  

添加后执⾏  pod instal 。

登录 TUIKit

您需要调⽤  TUICore  的  TUILogin  登录 TUIKit。登录接⼝内部会默认初始化，不需要额外调⽤初始化。

[TUILogin login:SDKAPPID 

userID:user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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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ig:userSig 

succ:^{ 

// 登录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 登录失败 

}]; 

启动搜索界⾯

如果您集成了 TUIConversation 和 TUISearch 组件，此时不需要额外处理，searchBar 默认展⽰在会话列表的上⽅。 
如果您仅集成 TUISearch，此时可以直接初始化 TUISearchBar 并将其添加到⾃⼰的视图上即可。 
TUISearchBar 内部封装了搜索的 UI 逻辑和界⾯，添加 TUISearchBar 后，点击即可触发搜索。

⽰例代码如下：

// 初始化 

TUISearchBar *searchBar = [[TUISearchBar alloc] init]; 

// self.containerView 是您⾃⼰的视图 

[self.containerView addSubview:searchBar]; 

常⻅问题

如何搜索⾃定义消息？

您需要使⽤接⼝ createCustomMessage:desc:extension 来创建并发送⾃定义消息，把需要搜索的⽂本放到  desc 

参数中。

如果您使⽤接⼝ createCustomMessage 创建⾃定义消息，本地保存的是⼆进制数据流，⽆法被搜索到。
如果您配置了离线推送功能，设置参数  desc  后，⾃定义消息也会有离线推送且通知栏展⽰该参数内容。 

如果不需要离线推送可以⽤发消息接⼝ sendMessage 的参数 V2TIMOfflinePushInfo 中的 disablePush 来控制。

如果不希望推送的内容展⽰为被搜索的⽂本，可以⽤参数 V2TIMOfflinePushInfo 中的 desc 来另外设置推送内容。

如何搜索富媒体消息？

富媒体消息包含⽂件、图⽚、语⾳、视频消息。

对于⽂件消息，界⾯通常显⽰⽂件名，因此创建时可以设置  fileName  参数，作为被搜索的内容，如果

 fileName  不设置则会从  filePath  提取⽂件名，并且都会保存到本地和服务器。

⽽对于图⽚、语⾳、视频消息，界⾯通常显⽰缩略图或时⻓，可以指定消息类型做分类搜索，但不能通过关键字

搜索。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ategoryV2TIMManager_07Message_08.html#aa400f14a24a0e0db70ec510b16e7d9b6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ategoryV2TIMManager_07Message_08.html#a7a38c42f63a4e0c9e89f6c56dd0da316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ategoryV2TIMManager_07Message_08.html#a681947465d6ab718da40f7f983740a21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interfaceV2TIMOfflinePushInfo.html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interface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7df0e95cb5cd8567cf04c287649157b9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interfaceV2TIMOfflinePushInfo.html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interface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ca3d09a4807ffc6486d556c055605c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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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中实现了本地搜索，可⽀持搜索本地存储的聊天记录、联系⼈、群聊等。搜索可以帮助⽤户从纷繁的信息中
快速找到⽬标，也可作为运营⼯具，增加相关内容的引导，简洁⾼效。

注意：

“本地搜索”为 IM 旗舰版功能，购买旗舰版 后可使⽤，详⻅ 价格说明。

功能展⽰

组件名 组件功能

TIMUIKitSearch 全局搜索

TIMUIKitSearchMsgDetail 会话内搜索，单聊&群聊

全局搜索的界⾯分为三部分，第⼀部分是搜索好友，第⼆部分是搜索群组、群成员，第三部分是搜索消息且按照会

话分组。

您可 下载 Demo 应⽤ 即刻体验。

接⼊指引

以下步骤将向您演⽰如何接⼊ TUIKit 本地搜索组件。

购买套餐包

请单击前往 购买旗舰版。

引⼊本地搜索

在 全局搜索 ⻚⾯的⽂件中引⼊以下内容：

/// 集成 TIMUIKitSearch 组件 

import 'package:tencent_cloud_chat_uikit/ui/views/TIMUIKitSearch/tim_uikit_searc

h.dart'; 

F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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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会话内搜索 ⻚⾯的⽂件中引⼊以下内容：

/// 集成 TIMUIKitSearchMsgDetail 组件 

import 'package:tencent_cloud_chat_uikit/ui/views/TIMUIKitSearch/tim_uikit_search

_msg_detail.dart'; 

全局搜索 界⾯

TIMUIKitSearch 为全局搜索组件，搜索的结果为匹配搜索关键字的联系⼈、群组、聊天记录。 
TIMUIKitSearch 的⼀般使⽤场景为在消息列表上⽅放置，点击进⼊全局搜索组件。

代码⽰例可⻅ 此⽂档。

会话内搜索 界⾯

TIMUIKitSearchMsgDetail 为搜索聊天信息的组件，搜索的结果为匹配搜索关键字的聊天记录。 
TIMUIKitSearchMsgDetail 的使⽤场景多样，例如：

在全局搜索点击聊天记录时进⼊；

在⽤户资料⻚⾯查询聊天记录时进⼊；

在群组资料⻚⾯查询聊天记录时进⼊。

代码⽰例可⻅ 此⽂档。

常⻅问题

1、如何搜索富媒体消息

富媒体消息包含⽂件、图⽚、语⾳、视频消息。

对于⽂件消息，界⾯通常显⽰⽂件名，因此创建时可以设置  fileName  参数，作为被搜索的内容，如果

 fileName  不设置则会从  filePath  提取⽂件名，并且都会保存到本地和服务器。 

⽽对于图⽚、语⾳、视频消息，界⾯通常显⽰缩略图或时⻓，可以指定消息类型做分类搜索，但不能通过关键字搜

索。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Search/TIMUIKitSearch-Implementation.html
https://comm.qq.com/im/doc/flutter/zh/TUIKit/TIMUIKitSearch/TIMUIKitSearch-Implementation.html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8 共298⻚

概述

即时通信 IM 的终端⽤户需要随时都能够得知最新的消息，⽽由于移动端设备的性能与电量有限，当 App 处于后台
时，为了避免维持⻓连接⽽导致的过多资源消耗，即时通信 IM 推荐您使⽤各⼚商提供的系统级推送通道来进⾏消息
通知，系统级的推送通道相⽐第三⽅推送拥有更稳定的系统级⻓连接，可以做到随时接受推送消息，且资源消耗⼤

幅降低。

注意：

在没有主动退出登录的情况下，应⽤退后台、⼿机锁屏、或者应⽤进程被⽤户主动杀掉三种场景下，如果

想继续接收到 IM 消息提醒，可以接⼊即时通信 IM 离线推送。
如果应⽤主动调⽤ logout 退出登录，或者多端登录被踢下线，即使接⼊了 IM 离线推送，也收不到离线推

送消息。

集成 TUIOfflinePush 跑通离线推送功能

集成 TUIOfflinePush 组件之前，请您先 注册应⽤到⼚商推送平台，登录腾讯云账号进⾏ IM 控制台配置 和 配置离线
推送跳转界⾯。之后按照如下步骤操作即可快速接⼊ IM 离线推送。

注意：

如果您想尽可能简单地接⼊ TUIOfflinePush 组件，您需要使⽤ TUICore 组件中的 TUILogin 提供的
login/logout 接⼝登录/登出，此时 TUIOfflinePush 组件会⾃动感知登录/登出事件。如果您不想使⽤

TUILogin 提供的接⼝，您需要在完成登录/登出操作后，⼿动调⽤ TUIOfflinePushManager 的接⼝
registerPush/unRegisterPush。
组件⽀持的⼚商有：⼩⽶、华为、荣耀、OPPO、vivo、魅族和 Google FCM。

步骤1：集成 TUIOfflinePush 组件

接⼊离线推送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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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project(':tuiofflinepush') 

vivo 和荣耀适配 
根据 vivo 和荣耀⼚商接⼊指引，需要将 APPID 和 APPKEY 添加到清单⽂件中，否则会出现编译问题：

⽅法1
⽅法2

android { 

... 

defaultConfig { 

... 

manifestPlaceholders = [ 

"VIVO_APPKEY" : "您应⽤分配的证书 APPKEY", 

"VIVO_APPID" : "您应⽤分配的证书 APPID" 

"HONOR_APPID" : "您应⽤分配的证书 APPID" 

] 

} 

} 

华为和 Google FCM 适配 

华为和 Google FCM 需要按照⼚商⽅法，集成对应的 plugin 和 json 配置⽂件。

1. 下载配置⽂件添加到⼯程根⽬录。

2. 在项⽬级 build.gradle ⽂件中 buildscript -> dependencies 下添加以下配置：

repositories { 

... 

// 配置HMS Core SDK的Maven仓地址。 

maven {url 'https://developer.huawei.com/repo/'} 

} 

dependencies { 

... 

classpath 'com.google.gms:google-services:4.2.0' 

classpath 'com.huawei.agconnect:agcp:1.4.1.300' 

} 

3. 在应⽤级 build.gradle ⽂件中添加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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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plugin: 'com.google.gms.google-services' 

apply plugin: 'com.huawei.agconnect' 

步骤2：推送参数配置

推送证书添加成功之后，IM 控制台会为您分配⼀个证书 ID，请您填充到 PrivateConstants 的配置参数⾥，该证书 ID
会在注册推送服务和上报 token 时使⽤, 以⼩⽶为例：

填充的参数如下：

public class PrivateConstants { 

/****** ⼩⽶离线推送参数start ******/ 

// 在腾讯云控制台上传第三⽅推送证书后分配的证书 ID 

public static final long XM_PUSH_BUZID = 您应⽤分配的证书 ID; 

// ⼩⽶开放平台分配的应⽤APPID及APPKEY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XM_PUSH_APPID = "您应⽤分配的 APPID";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XM_PUSH_APPKEY = "您应⽤分配的 APPKEY"; 

/****** ⼩⽶离线推送参数end ******/ 

} 

以上步骤完成后，就可以收到离线推送通知了。

步骤3：发消息时设置离线推送参数

发送消息时，请您设置离线推送参数，具体请参⻅ 发消息时设置离线推送参数 。

步骤4：解析离线推送消息

收到离线推送的通知栏消息，点击会⾃动跳转到您配置的跳转界⾯，该界⾯可以获取透传的离线消息，请您参⻅ 解
析离线推送消息 。

常⻅问题

离线推送怎么⾃定义推送的声⾳？

从 SDK 6.1.2155 版本开始，⽀持设置⾃定义铃⾳，⽀持机型有华为、⼩⽶、FCM 和 APNS。⽅法参⻅：
V2TIMOfflinePushInfo 接⼝ setAndroidSound() 和 setIOSSound()。

收不到离线推送怎么排查？

1. OPPO ⼿机

OPPO ⼿机收不到推送⼀般有以下⼏种情况：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blob/master/Android/TUIKit/TUIOfflinePush/tuiofflinepush/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im/tuiofflinepush/PrivateConstants.java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6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3ff923225d5a79802a02c47a07e07fc5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cffd09150398b06c3d7eb42baee5ae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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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OPPO 推送官⽹要求，在 Android 8.0 及以上系统版本的 OPPO ⼿机上必须配置 ChannelID，否则推送消息
⽆法展⽰。配置⽅法可以参⻅ setAndroidOPPOChannelID。
OPPO 安装应⽤通知栏显⽰默认关闭，需要确认下开关状态。

2. Google FCM

收不到推送需要确认下 IM 控制台是否正确上传证书。排查路径参照⽂档 “IM 控制台配置 - Google FCM”，对照⽰意
图看下是否添加正确。

3. 发送消息为⾃定义消息

⾃定义消息的离线推送和普通消息不太⼀样，⾃定义消息的内容我们⽆法解析，不能确定推送的内容，所以默认不

推送，如果您有推送需求，需要您在 sendMessage 的时候设置 offlinePushInfo 的 desc 字段，推送的时候会默认展
⽰ desc 信息。

4. 设备通知栏设置影响

离线推送的直观表现就是通知栏提⽰，所以同其他通知⼀样受设备通知相关设置的影响，以华为为例：

“⼿机设置-通知-锁屏通知-隐藏或者不显⽰通知”，会影响锁屏状态下离线推送通知显⽰。
“⼿机设置-通知-更多通知设置-状态栏显⽰通知图标”，会影响状态栏下离线推送通知的图标显⽰。
“⼿机设置-通知-应⽤的通知管理-允许通知”，打开关闭会直接影响离线推送通知显⽰。
“⼿机设置-通知-应⽤的通知管理-通知铃声” 和 “⼿机设置-通知-应⽤的通知管理-静默通知”，会影响离线推送通知
铃⾳的效果。

5. 按照流程接⼊完成，还是收不到离线推送

⾸先在 IM 控制台通过 离线测试⼯具 ⾃测下是否可以正常推送。 
推送异常情况，设备状态异常，需要检查下 IM 控制台配置各项参数是否正确，再者需要检查下代码初始化注册逻
辑，包括⼚商推送服务注册和 IM 设置离线推送配置相关逻辑是否正确设置。 
推送异常情况，设备状态正常，需要看下是否需要正确填写 channel ID 或者后台服务是否正常。
离线推送依赖⼚商能⼒，⼀些简单的字符可能会被⼚商过滤不能透传推送。

如果离线推送消息出现推送不及时或者偶尔收不到情况，需要看下⼚商的推送限制。

跳转界⾯不成功怎么排查？

单击离线推送消息的通知栏，跳转到指定界⾯，原理是后台根据您在控制台配置的各个⼚商的跳转⽅式和界⾯参

数，根据⼚商接⼝规则，传递给⼚商服务器，单击时候进⾏对应界⾯启动跳转。对应界⾯启动还依赖清单⽂件的配

置，必须和控制台配置的相对应，才能正确启动和跳转。

1. ⾸先需要重点排查下控制台和清单⽂件相关配置是否对应且正确，可参⻅ TUIKitDemo 的配置，注意部分⼚商提

供接⼝⽅式存在差异。

2. 如果跳转到了配置的界⾯，需要再看下配置界⾯内离线消息的解析和界⾯重定向是否正常。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32d340e95395bb64cc3e8f62321aafe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6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MessageManager.html#a318c40c8547cb9e8a0de7b0e871fdbfe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OfflinePushInfo.html#a78c8e202aa4e0859468ce40bde6fd602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tool-push-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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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推送限制

1. 国内⼚商都有消息分类机制，不同类型也会有不同的推送策略。如果想要推送及时可靠，需要按照⼚商规则设置
⾃⼰应⽤的推送类型为⾼优先级的系统消息类型或者重要消息类型。反之，离线推送消息会受⼚商推送消息分类

影响，与预期会有差异。

2. 另外，⼀些⼚商对于应⽤每天的推送数量也是有限制的，可以在⼚商控制台查看应⽤每⽇限制的推送数量。
如果离线推送消息出现推送不及时或者偶尔收不到情况，需要考虑下这⾥：

华为：将推送消息分为服务与通讯类和资讯营销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另外，消息分类还和⾃分类权益有

关：

⽆⾃分类权益，推送消息⼚商还会进⾏⼆次智能分类 。

有申请⾃分类权益，消息分类会按照⾃定义的分类进⾏推送。

具体请参⻅ ⼚商描述。
vivo：将推送消息分为系统消息类和运营消息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系统消息类型还会进⾏⼚商的智能分
类⼆次修正，若智能分类识别出不是系统消息，会⾃动修正为运营消息，如果误判可邮件申请反馈。另外，消

息推送也受⽇推总数量限制，⽇推送量由应⽤在⼚商订阅数统计决定。

具体请参⻅ ⼚商描述1 或 ⼚商描述2。

OPPO：将推送消息分为私信消息类和公信消息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其中私信消息是针对⽤户有⼀定关
注度，且希望能及时接收的信息，私信通道权益需要邮件申请。公信通道推送数量有限制。

具体请参⻅ ⼚商描述1 或 ⼚商描述2。
⼩⽶：将推送消息分为重要消息类和普通消息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其中重要消息类型仅允许即时通讯消

息、个⼈关注动态提醒、个⼈事项提醒、个⼈订单状态变化、个⼈财务提醒、个⼈状态变化、个⼈资源变化、

个⼈设备提醒这8类消息推送，可以在⼚商控制台申请开通。普通消息类型推送数量有限制。 
具体请参⻅ ⼚商描述1 或 ⼚商描述2。
魅族：推送消息数量有限制。

具体请参⻅ ⼚商描述。
FCM：推送上⾏消息频率有限制。 

具体请参⻅ ⼚商描述。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doc/development/HMSCore-Guides/message-classification-0000001149358835
https://dev.vivo.com.cn/documentCenter/doc/359
https://dev.vivo.com.cn/documentCenter/doc/156
https://open.oppomobile.com/wiki/doc#id=11227
https://open.oppomobile.com/wiki/doc#id=11210
https://dev.mi.com/console/doc/detail?pId=2422
https://dev.mi.com/console/doc/detail?pId=2086
http://open.res.flyme.cn/fileserver/upload/file/202201/85079f02ac0841da859c1da0ef351970.pdf
https://firebase.google.com/docs/cloud-messaging/concept-options?hl=en#upstream_thrott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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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即时通信 IM 的终端⽤户需要随时都能够得知最新的消息，⽽由于移动端设备的性能与电量有限，当 App 处于后台
时，为了避免维持⻓连接⽽导致的过多资源消耗，即时通信 IM 推荐您使⽤ Apple 提供的系统级推送通道（APNs）
来进⾏消息通知，APNs 相⽐第三⽅推送拥有更稳定的系统级⻓连接，可以做到随时接受推送消息，且资源消耗⼤幅

降低。

注意：

在没有主动退出登录的情况下，应⽤退后台、⼿机锁屏、或者应⽤进程被⽤户主动杀掉三种场景下，如果

想继续接收到 IM 消息提醒，可以接⼊即时通信 IM 离线推送。
如果应⽤主动调⽤ logout 退出登录，或者多端登录被踢下线，即使接⼊了 IM 离线推送，也收不到离线推

送消息。

集成 TUIOfflinePush 跑通离线推送功能

集成 TUIOfflinePush 组件之前，需要先向 Apple 申请 APNs 推送证书，然后 上传推送证书到 IM 控制台 。之后按照
如下步骤操作即可快速接⼊ IM 离线推送。

1. 集成 TUIOfflinePush 组件
2. 配置推送参数
3. 点击离线推送后⾃定义跳转

说明：

如果您想尽可能简单地接⼊ TUIOfflinePush 组件，您需要使⽤ TUICore 组件中的 TUILogin 提供的
login/logout 接⼝登录/登出，此时 TUIOfflinePush 组件会⾃动感知登录/登出事件。如果您不想使⽤ TUILogin
提供的接⼝，可参⻅ TUIOfflinePush 的 ⾼级⽤法-⾃定义登录/登出。

步骤1：集成 TUIOfflinePush 组件

1. TUIOfflinePush 组件⽀持 cocoapods 集成，您需要在 Podfile 中添加组件依赖。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7:57:2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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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TUI 组件⾥的 *.xcassets 与您项⽬⾥⾯冲突。 

install! 'cocoapods', :disable_input_output_paths => true  

# TUI 组件依赖了静态库，需要屏蔽如下设置，如果报错，请参⻅常⻅问题说明。 

# use_frameworks! 

# 集成离线推送组件 

pod 'TUIOfflinePush' 

2. 执⾏以下命令，安装 TUIOfflinePush 组件。

pod install 

如果⽆法安装 TUIKit 最新版本，执⾏以下命令更新本地的 CocoaPods 仓库列表。

pod repo update 

步骤2：配置推送参数

1. 当您 上传证书到 IM 控制台 后，IM 控制台会为您分配⼀个证书 ID 。

2. 您需要在 AppDelegate 中，调⽤宏  TUIOfflinePushCertificateIDForAPNS  设置下证书 ID 即可。

@implementation AppDelegate 

#ifdef DEBUG 

// 配置开发环境证书 

TUIOfflinePushCertificateIDForAPNS(31287) 

#else 

// 配置⽣产环境证书 

TUIOfflinePushCertificateIDForAPNS(31288) 

#endif 

@end 

说明：

 TUIOfflinePushCertificateIDForAPNS  是组件内置的宏定义，您只需要在  AppDelegate  的

 @implementation  中的任意位置中调⽤即可。

步骤3：点击离线推送后⾃定义跳转

1. 点击通知栏的离线推送后，TUIOfflinePush 组件已⽀持推送内容的解析。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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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要实现跳转到聊天列表，您只需要在 AppDelegate 中实现  -

navigateToTUIChatViewController:groupID:  跳转⽅法即可。

说明：

TUIOfflinePush 组件默认已经从离线推送中解析出当前推送的 userID 和 groupID。
如果 groupID 不为空，说明当前点击的是群聊离线消息。
如果 groupID 为空且 userID 不为空，说明当前点击的是单聊离线消息。
您需要在 AppDelegate 的 @implementation 中实现  -

navigateToTUIChatViewController:groupID:  ⽅法。

以下是⽰例代码，当点击离线推送后先获取当前的会话⻚⾯，然后通过会话⻚⾯ push 到聊天⻚⾯。您可以按需实现
⾃⼰的跳转逻辑。

// 统⼀点击跳转 

// 您可以直接拷⻉当前的⽅法名到您的 AppDelegate 中 

- (void)navigateToTUIChatViewController:(NSString *)userID groupID:(NSString *)gr

oupID 

{ 

// ⽰例: 点击推送通知后，⾸先跳转到会话列表⻚⾯，然后再会话列表⻚跳转到聊天⻚⾯ 

// 1. 获取当前 app 的 tabBarController 

// 2. 获取 tabBarController 的 firstObject，也即 ConversationController 

// 3. 执⾏ pushToViewController: 跳转到 ChatViewController 

// 跳转到聊天⻚⾯后，⽀持点击左上⾓的返回按钮回退到主⻚⾯ 

UITabBarController *tab = [self getMainController]; 

if (![tab isKindOfClass: UITabBarController.class]) { 

// 正在登录中 

return; 

} 

if (tab.selectedIndex != 0) { 

[tab setSelectedIndex:0]; 

} 

self.window.rootViewController = tab; 

UINavigationController *nav = (UINavigationController *)tab.selectedViewControlle

r; 

if (![nav isKindOfClass:UINavigationController.class]) { 

return; 

} 

UIViewController *vc = nav.viewControllers.firstObject; 

if (![vc isKindOfClass:NSClassFromString(@"ConversationController")]) {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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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vc respondsToSelector:NSSelectorFromString(@"pushToChatViewController:userI

D:")]) { 

[vc performSelector:NSSelectorFromString(@"pushToChatViewController:userID:") wit

hObject:groupID withObject:userID]; 

} 

} 

⾼级⽤法

1. ⾃定义登录/登出

TUIOfflinePush 默认使⽤了 TUICore 组件中的 TUILogin 提供的 login/logout 接⼝。如果您想⾃⼰实现 App/IM 的登
录，不依赖 TUILogin，您需要在完成登录/登出操作后，⼿动调⽤  registerService  和

 unregisterService  接⼝。

说明：

如果您使⽤了 TUILogin 的登录/登出，⽆需再调⽤上述两个接⼝。

// 您登录完成后的回调 

- (void)onLoginSuccess 

{ 

// 调⽤ TUIOfflinePush 组件的登录 

[TUIOfflinePushManager.shareManager registerService]; 

} 

// 您登出成功后的回调 

- (void)onLogoutSuccess 

{ 

// 调⽤ TUIOfflinePush 的登出 

[TUIOfflinePushManager.shareManager unregisterService]; 

} 

2. ⾃定义离线内容解析

TUIOfflinePush 默认参与解析了离线推送的内容，并通过  -

navigateToTUIChatViewController:groupID:  接⼝回调给业务层⾃定义跳转。

如果您想⾃定义解析离线推送的内容，或者查看收到的离线推送，可以在您的 AppDelegate 中实现  -

processTUIOfflinePushNotification: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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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关于⽅法的返回值

如果返回 YES，那么组件将不再执⾏默认解析逻辑，完全交由业务层⾃⾏处理
如果返回 NO，组件会继续执⾏默认解析逻辑，继续回调 - navigateToTUIChatViewController:groupID: ⽅
法。

// 统⼀收到离线推送 

- (BOOL)processTUIOfflinePushNotification:(NSDictionary *)userInfo 

{ 

// ⾃定义解析收到的 userInfo 

NSLog(@">>> 您可以在此处⾃定义解析, %@", userInfo); 

// 如果您不想执⾏ TUIOfflinePush 默认的解析逻辑，直接返回 YES 

// 如果您只是想查看推送的内容，依然依赖 TUIOfflinePush 的默认解析及统⼀跳转逻辑，直接返回 NO 

return NO; 

} 

常⻅问题

普通消息为什么收不到离线推送？

⾸先，请检查下 App 的运⾏环境和证书的环境是否⼀致，如果不⼀致，收不到离线推送。
其次，检查下 App 和证书的环境是否为⽣产环境。如果是开发环境，向苹果申请  deviceToken  可能会失败，

⽣产环境暂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请切换到⽣产环境测试。

⾃定义消息为什么收不到离线推送？

⾃定义消息的离线推送和普通消息不太⼀样，⾃定义消息的内容我们⽆法解析，不能确定推送的内容，所以默认不

推送，如果您有推送需求，需要您在 sendMessage 的时候设置 offlinePushInfo 的  desc 字段，推送的时候会默认

展⽰  desc  信息。

如何关闭离线推送消息的接收？

如果您想关闭离线推送消息的接收，可以通过设置 setAPNS 接⼝的  config  参数为  nil  来实现。该功能从

5.6.1200 版本开始⽀持。

收不到推送，且后台报错 bad devicetoken。

Apple 的 deviceToken 与当前编译环境有关。如果 登录 IMSDK 后上传 deviceToken 到腾讯云 所使⽤的证书 ID 和
token 不⼀致，就会报错。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ategoryV2TIMManager_07Message_08.html#a3694cd507a21c7cfdf7dfafdb0959e56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interfaceV2TIMOfflinePushInfo.html
https://im.sdk.qcloud.com/doc/en/categoryV2TIMManager_07APNS_08.html#a6aecbdc0edaa311c3e4e0ed3e7149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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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的是 Release 环境编译，则  -

application:did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DeviceToken:  回调返回的是发布环境的

token，此时 businessID 需要设置⽣产环境的 证书 ID。

如果使⽤的是 Debug 环境编译，则  -

application:did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DeviceToken:  回调返回的是开发环境的

token，此时 businessID 需要设置开发环境的 证书 ID。

V2TIMAPNSConfig *confg = [[V2TIMAPNSConfig alloc] init]; 

/* ⽤户⾃⼰到苹果注册开发者证书，在开发者帐号中下载并⽣成证书(p12 ⽂件)，将⽣成的 p12 ⽂件传

到腾讯证书管理控制台，控制台会⾃动⽣成⼀个证书 ID，将证书 ID 传⼊以下 busiId 参数中。*/ 

//推送证书 ID 

confg.businessID = sdkBusiId; 

confg.token = self.deviceToken;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APNS:confg succ:^{ 

NSLog(@"%s, succ, %@", __func__, supportTPNS ? @"TPNS": @"APNS");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s, fail, %d, %@", __func__, code, msg); 

}]; 

iOS 开发环境下，注册偶现不返回 deviceToken 或提⽰ APNs 请求 token 失败？

此问题现象是由于 APNs 服务不稳定导致的，可尝试通过以下⽅式解决：

1. 给⼿机插⼊ SIM 卡后使⽤4G⽹络测试。
2. 卸载重装、重启 App、关机重启后测试。
3. 打⽣产环境的包测试。
4. 更换其它 iOS 系统的⼿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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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的终端⽤户需要随时都能够得知最新的消息，⽽由于移动端设备的性能与电量有限，当 App 处于
后台时，为了避免维持⻓连接⽽导致的过多资源消耗，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推荐您使⽤各⼚商提供的系统级推送通道
来进⾏消息通知，系统级的推送通道相⽐第三⽅推送拥有更稳定的系统级⻓连接，可以做到随时接受推送消息，且

资源消耗⼤幅降低。

说明：

在没有主动退出登录的情况下，应⽤退后台、⼿机锁屏、或者应⽤进程被⽤户主动杀掉三种场景下，如果

想继续接收到 IM 消息提醒，可以接⼊即时通信 IM 离线推送。
如果应⽤主动调⽤ logout 退出登录，或者多端登录被踢下线，即使接⼊了 IM 离线推送，也收不到离线推

送消息。

使⽤腾讯云 IM ⼚商推送 Flutter 集成插件的离线推送能⼒，可快速接⼊主流⼚商（苹果iOS/Google
FCM/OPPO/VIVO/华为/⼩⽶/魅族）的离线推送。

本教程含接⼊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离线推送全流程。插件已封装上述⼚商的 SDK，使⽤时仅需简单改造调⽤即可。

如果您的应⽤不需要离线推送，或场景不满⾜离线推送的需求，请直接看本⽂最后⼀节 “在线推送-在本地创建新消
息通知” 在线推送部分。

如果您的应⽤已经⾃⾏完成⼚商离线推送，仅需查看本教程 第⼀步 和 第五步，在控制台内录⼊⼚商信息，并在应⽤
登录后，上报证书 ID 即可。

插件 API 概览

说明：

以下 API 若⽆特殊说明，均可⾃动兼容 Android/iOS 平台及⽀持⼚商，插件内部进⾏平台及⼚商判断，您直
接调⽤即可。

API 说明

构造函数（TimUiKitPushPlugin） 实例化⼀个 Push 插件对象，并确定是否使⽤ Google Service FCM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9 10: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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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说明

init 初始化插件，绑定点击通知回调事件及传⼊⼚商渠道信息

uploadToken ⾃动获取设备 Token 及证书 ID，⾃动上传⾄腾讯云 IM 服务端

requireNotificationPermission 申请推送权限

setBadgeNum 设置未读数⾓标 （仅⽀持部分 Android 设备，可参⻅ API 代码参数说
明）

clearAllNotification 清除通知栏内，当前应⽤，所有的通知

getDevicePushConfig 获取当前⼚商的推送相关信息，含机型/证书 ID/Token

getDevicePushToken 获取当前⼚商的推送 Token

getOtherPushType 获取⼚商信息

getBuzId 获取当前⼚商对应的腾讯云控制台上注册的证书 ID

createNotificationChannel 为Android机型创建通知Channel渠道，详⻅Google官⽅⽂档

clearAllNotification 清除通知栏内，当前应⽤，所有的通知

displayNotification 在客户端本地，⼿动创建⼀条消息通知

displayDefaultNotificationForMessage
在客户端本地，按照默认的规则，⾃动为⼀个  V2TimMessage  创
建⼀个消息通知

接⼊准备（注册⼚商）

需要完成⼚商开发者账号申请（⼀般需要企业认证），创建应⽤，申请 PUSH 权限，拿到 key 信息。

Apple

iOS

1. 请根据该教程，完成 Apple 推送证书申请。
2. 分别将申请到的⽣产环境和开发环境证书托管⾄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3. 打开 IM 控制台-基础配置 右侧，添加 iOS 证书。

Android

Google FCM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raining/notify-user/channels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46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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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 Google Firebase控制台 创建⼀个项⽬，⽆需启⽤ Google Analysis。

2. 单击您的应⽤卡⽚，进⼊应⽤配置⻚⾯。

3. 单击 Project Overview 右侧的 ，选择项⽬设置>服务帐号，单击⽣成新的私钥下载私钥⽂件。

4. 将该私钥⽂件托管⾄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在 IM 控制台-基础配置 右侧，添加 Android 证书。选择 Google 后，请
选择上传证书。

OPPO

开通服务

请参⻅ OPPO PUSH 服务开启指南 注册开发者账号，创建应⽤，并开通 PUSH 服务。

在 OPPO 推送平台 >配置管理>应⽤配置⻚⾯，您可以查看详细的应⽤信息。记录 AppId、AppKey、AppSecret 和
MasterSecret 信息。

创建消息通道

按照 OPPO 官⽹要求，在 OPPO Android 8.0 及以上系统版本必须配置 ChannelID，否则推送消息⽆法展⽰。您需要
先在 App 中创建对应的 ChannelID（例如  tuikit ）。

请在配置管理-新建通道内，创建⼀个新通道。通道ID即为Channel ID。

说明：

OPPO 对于公信通道有每⽇上限，对于通讯类型消息，建议参⻅ OPPO 官⽅⽂档 申请私信通道。

上传证书⾄控制台

1. 在 IM 控制台-基础配置 右侧，添加 Android 证书。选择 OPPO 后，请填写相关信息。

2. ChannelID 请填写此前在 OPPO 控制台为通讯能⼒申请的专⽤通道，最好是私信，以免到达每⽇推送上限。
3. 打开⽅式请选择打开应⽤内指定⻚⾯ > activity，填
写  com.tencent.flutter.tim_ui_kit_push_plugin.pushActivity.OPPOMessageActivity 。

⼩⽶

开通服务

打开 ⼩⽶开放平台官⽹ 进⾏注册并通过开发者认证。

说明：

https://console.firebase.google.com/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detail
https://open.oppomobile.com/wiki/doc#id=10195
https://push.oppo.com/
https://open.oppomobile.com/new/developmentDoc/info?id=11227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detail
https://dev.mi.com/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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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过程⼤约需要2天左右，请务必提前阅读 ⼩⽶推送服务启⽤指南，以免影响您的接⼊进度。

在⼩⽶开放平台创建应⽤，并选择应⽤服务>PUSH服务，创建推送服务应⽤。

⼩⽶推送服务应⽤创建完成后，在应⽤详情中，您可以查看详细的应⽤信息。

记录主包名、AppID、AppSecret 信息。

上传证书⾄控制台

在 IM 控制台-基础配置 右侧，添加 Android 证书。选择⼩⽶后，请填写相关信息，⾏为请选择打开应⽤。

vivo

开通服务

打开 vivo 开放平台官⽹ 进⾏注册并通过开发者认证。

说明：

认证过程⼤约需要3天左右，请务必提前阅读 vivo 推送服务说明，以免影响您的接⼊进度。

1. 登录 vivo 开放平台的管理中⼼，选择消息推送>创建>测试推送，创建 vivo 推送服务应⽤。

2. vivo 推送服务应⽤创建完成后，在应⽤详情中，您可以查看详细的应⽤信息。记录 APP ID、APP key 和 App
secret信息。

说明：

vivo 要求应⽤在上架后，才能使⽤正式推送服务。如果您需要在开发中调试 vivo 机器，请参⻅本⽂最后⼀节
vivo 调试 内容，开启测试模式。

上传证书⾄控制台

在 IM 控制台-基础配置 右侧，添加 Android 证书。选择 vivo 后，请填写相关信息。

单击后续动作请选择为：打开应⽤内指定⻚⾯。

应⽤内⻚⾯ 配置为：  tencent_im_push://${替换成您的包名}/message?

#Intent;scheme=tencent_im_push;launchFlags=0x4000000;end 

华为

获取密钥

https://dev.mi.com/console/doc/detail?pId=68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detail
https://dev.vivo.com.cn/home
https://dev.vivo.com.cn/documentCenter/doc/180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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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 华为开放平台，注册和登录开发者账号，详情参⻅ 账号注册认证（如果您是新注册账号，需进⾏实名认
证）。

2. 在华为推送平台中新建应⽤，详情参⻅ 创建应⽤。记录AppID、AppSecret 信息。

说明：

若在应⽤信息>我的应⽤中⽆法找到 SecretKey，可前往项⽬设置>常规中查看 Client Secret。

配置 SHA256 证书指纹

获取 SHA256 证书指纹，并在华为推送平台中配置证书指纹，单击  保存。证书指纹获取可参⻅ ⽣成签名证书指
纹。

说明：

如果您的应⽤需要经过流⽔线编译发布，每次编译在不同的构建机上进⾏，可在本地创

建  keystore.jks 密钥⽂件，得到该 keystore 的 SHA256 值，填⼊华为推送平台中。

在流⽔线的构建脚本中，对完成构建后的产物进⾏归档对⻬，及使⽤刚才的 keystore 签名。此时该最终产物
签名 SHA256 值即可保持⼀致。代码如下： 

> zipalign -v -p 4 构建⽣成的apk.apk 打包⽣成的apk_aligned.apk 

> apksigner sign --ks keystore.jks --ks-pass pass:您创建的keystore密码 --out

最终签名 完成的apk.apk 打包⽣成的apk_aligned.apk 

>  

获取华为推送配置⽂件

登录华为开放平台，进⼊我的项⽬> 选择项⽬ > 项⽬设置，下载华为应⽤最新配置⽂件 agconnect-services.json。放

置于  android/app ⽬录下。

打开推送服务开关

在华为推送平台，单击全部服务>推送服务，进⼊推送服务⻚⾯。

在推送服务⻚⾯，单击⽴即开通，详情请参⻅ 打开推送服务开关。

上传证书⾄控制台

1. 在 IM 控制台-基础配置 右侧，添加 Android 证书。
2. 选择华为后，请填写相关信息。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n/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devservice/doc/20300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doc/distribution/app/agc-create_app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doc/development/HMS-Guides/Preparations#generate_finger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doc/distribution/app/agc-enable_service#enable-service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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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参数 请填写 Android 应⽤⼊⼝ Activity 类，如我们DEMO的  com.tencent.flutter.tuikit ，否则华为

通道下发通知的⾓标设置将不⽣效。

 点击后续动作 请选择打开应⽤。

魅族

开通服务

1. 打开 魅族开放平台官⽹ 进⾏注册并通过开发者认证。

说明：

认证过程⼤约需要3天左右，请务必提前阅读 魅族 Flyme 推送接⼊⽂档，以免影响您的接⼊进度。

2. 登录魅族开放平台的管理控制台，选择服务>集成推送服务>推送后台，创建魅族推送服务应⽤。

3. 魅族推送服务应⽤创建完成后，在应⽤详情中，您可以查看详细的应⽤信息。记录应⽤包名、App ID、App

Secret信息。

上传证书⾄控制台

1. 在 IM 控制台-基础配置 右侧，添加 Android 证书。
2. 选择魅族后，请填写相关信息。单击后续动作请选择：打开应⽤。

使⽤插件跑通离线推送（全览 + Android）

在您的项⽬中安装 IM Flutter 离线推送插件：

flutter pub add tim_ui_kit_push_plugin 

在插件市场，启⽤推送插件。

步骤1: 汇总常量类

1. 完成 接⼊准备（注册⼚商）的配置后，可在即时通信 IM 的控制台⾸⻚右侧，查看我们后台为您的⼚商渠道 App
信息分配的证书 ID。

2. 请将这些信息，配上⼚商渠道的账号信息，实例化⼀个静态的  PushAppInfo 类，汇总起来。后续步骤需要传

⼊此对象。

https://open.flyme.cn/
https://open.flyme.cn/docs?id=129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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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类⽀持配置所有您需要接⼊⼚商推送机型的信息。⽆需完整填写构造函数字段。若需要使⽤某个⼚商平台，请
完整填写该平台相关字段。

import 'package:tim_ui_kit_push_plugin/model/appInfo.dart'; 

static final PushAppInfo appInfo = PushAppInfo( 

hw_buz_id: , // 华为证书ID 

mi_app_id: , // ⼩⽶APPID 

mi_app_key: , // ⼩⽶APPKey 

mi_buz_id: , // ⼩⽶证书ID 

mz_app_id: , // 魅族APPID 

mz_app_key: , // 魅族APPKey 

mz_buz_id: , // 魅族证书ID 

vivo_buz_id: , // vivo证书ID 

oppo_app_key: , // OPPO APPKey 

oppo_app_secret: , // OPPO APP Secret 

oppo_buz_id: , // OPPO证书ID 

oppo_app_id: , // OPPO APPID 

google_buz_id: , // Google FCM证书ID 

apple_buz_id: , // Apple证书ID 

); 

说明：

可参⻅我们DEMO lib/utils/push/push_constant.dart⽂件 中的做法。

步骤2: 代码中添加⼚商⼯程配置

Google FCM

兼容 Android 模拟器调试

如果需要使⽤ Firebase Emulator Suite，请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件，在

 application  中新增  usesCleartextTraffic 字段。

<application  

android:usesCleartextTraffic="true" // 增加本⾏ 

> 

<!-- possibly other elements --> 

</application> 

集成 Google Firebase Flutter 能⼒

1. 请打开 pubspec.yaml ⽂件，添加对  firebase_core 的依赖，使⽤1.12.0版本。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tree/master/Flutter/Demo/im-flutter-uikit/lib/utils/push/push_constant.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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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由于最新版 Google Firebase Flutter 插件最低⽀持的Dart版本为2.16.0，此处限制为2022年3⽉发布的1.12.0版
本。

dependencies: 

firebase_core: 1.12.0 

2. 执⾏  flutter pub get 完成安装。

3. 在控制台内，执⾏以下命令，结合操作提⽰，完成配置 Google Firebase Flutter 项⽬。 

详⻅ Google FlutterFire 官⽅⽂档。

// 安装Firebase CLI  

npm install -g firebase-tools 

curl -sL https://firebase.tools | bash 

dart pub global activate flutterfire_cli 

// ⽣成配置⽂件 

flutterfire configure 

4. 执⾏该步骤后，会将此项⽬与您在 Google Firebase 创建的项⽬关联起来。 
 main() ⽅法中初始化 FirebaseAPP。

WidgetsFlutterBinding.ensureInitialized(); 

await Firebase.initializeApp( 

options: DefaultFirebaseOptions.currentPlatform, 

); 

不选装 Google FCM 推送

1. 由于国内⼤部分机型不⽀持 Google Service，开发者可⽆需执⾏此配置。
2. 后续引⼊插件时，将  isUseGoogleFCM 字段设为 false 即可。

华为

1. 打开⽂件  android/build.gradle  。

2. buildscript>repositories & dependencies下分别添加华为仓库地址和 HMS gradle 插件依赖：

https://firebase.flutter.dev/docs/overview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47 共298⻚

buildscript { 

repositories { 

google() 

jcenter() 

maven {url 'https://developer.huawei.com/repo/'} // 添加华为 maven 仓库地址 

} 

dependencies { 

// 其他classpath配置 

classpath 'com.huawei.agconnect:agcp:1.3.1.300' // 添加华为推送 gradle 插件依赖 

} 

// Set release signing and passwords in the same build configuration file 

signingConfigs {  

release {  

storeFile file('<keystore_file>')  

storePassword '<keystore_password>'  

keyAlias '<key_alias>'  

keyPassword '<key_password>'  

}  

}  

buildTypes {  

// debug模式也要使⽤证书编译，否则华为指纹验证不通过 

debug {  

signingConfig signingConfigs.release  

}  

release {  

signingConfig signingConfigs.release  

}  

} 

} 

3. 打开  android/build.gradle  ⽂件，在allprojects>repositories下添加华为依赖仓库地址：

allprojects { 

repositories { 

google() 

jcenter() 

maven {url 'https://developer.huawei.com/repo/'} // 添加华为 maven 仓库地址 

} 

} 

4. 登录华为开放平台，进⼊我的项⽬> 选择项⽬ > 项⽬设置，下载华为应⽤最新配置⽂件 agconnect-services.json。
放置于  android/app ⽬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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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层引⼊ HMS SDK gradle 插件

打开  android/app/build.gradle  ⽂件，添加以下配置：

// app 其他 gradle 插件 

apply plugin: 'com.huawei.agconnect' // HMS SDK gradle 插件 

android { 

// app 配置内容 

} 

华为/新荣耀推送⾓标权限

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件，如下添加 uses-permission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 = "com.huawei.android.launcher.permission.CHANGE_BA

D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 = "com.hihonor.android.launcher.permission.CHANGE_B

ADGE" /> 

vivo

配置 APPID 及 APPKey

打开  android/app/build.gradle  ⽂件，如下配置 vivo 的 APPID 和 App_Key。

android: { 

defaultConfig { 

manifestPlaceholders = [ 

.... 

vivo_APPID: "vivo的APPID" 

vivo_APPKEY:"vivo的APP_Key", 

..... 

] 

} 

} 

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件，在  <application>  中，如下添加meta-

data。

<meta-data 

android:name="com.vivo.push.api_key" 

android:value="填⼊您申请的vivo API_KEY" /> 

<meta-data 

android:name="com.vivo.push.app_id" 

android:value="填⼊您申请的vivo API_ID" />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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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O⾓标权限

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件，如下添加 uses-permission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vivo.notification.permission.BADGE_ICON" /> 

⼩⽶/OPPO/魅族

1. 打开  android/app/build.gradle  ⽂件，在  defaultConfig  中加⼊包名。

defaultConfig { 

applicationId "${替换成您的包名}" 

... 

} 

2. 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件，配置各⼚商权限列表。

<!--⼩⽶ 开始--> 

<permission 

android:name="${替换成您的包名}.permission.MIPUSH_RECEIVE" 

android:protectionLevel="signatur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替换成您的包名}.permission.MIPUSH_RECEIVE" /> 

<!--⼩⽶ 结束--> 

<!--OPPO 开始-->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coloros.mcs.permission.RECIEVE_MCS_MESSAG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heytap.mcs.permission.RECIEVE_MCS_MESSAGE" /

> 

<!--OPPO 结束--> 

<!--魅族 开始--> 

<!-- 可选，⽤于兼容 Flyme5 且推送服务是旧版本的情况-->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 兼容 Flyme5 的权限配置-->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meizu.flyme.push.permission.RECEIVE" /> 

<permission android:name="${替换成您的包名}.push.permission.MESSAGE" 

android:protectionLevel="signatur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替换成您的包名}.push.permission.MESSAGE" /> 

<!-- 兼容 Flyme3 的权限配置-->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meizu.c2dm.permission.RECEIVE" /> 

<permission android:name="${替换成您的包名}.permission.C2D_MESSAGE" android:prote

ctionLevel="sign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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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替换成您的包名}.permission.C2D_MESSAGE"/> 

<!--魅族 结束--> 

步骤3: 应⽤启动时初始化

1. 调⽤插件  init ⽅法。该步骤会完成初始化各⼚商通道。

2. 该步骤建议在应⽤启动后就执⾏调⽤。

说明：

由于国内⼤部分 Android 设备不⽀持 Google Service, 因此提供⼀个开关  isUseGoogleFCM 供开发者根

据主要⽤户群体判断，是否启⽤ Google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推送服务。

import 'package:tim_ui_kit_push_plugin/tim_ui_kit_push_plugin.dart'; 

final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 = TimUiKitPushPlugin( 

isUseGoogleFCM: bool, // 是否启⽤Google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默认true启⽤ 

); 

cPush.init( 

pushClickAction: pushClickAction, // 单击通知后的事件回调，会在STEP6讲解 

appInfo: PushConfig.appInfo, // 传⼊STEP1做的appInfo 

); 

3. 初始化结束后，需要为部分⼚商创建消息通道，如OPPO和⼩⽶均需此配置。调
⽤  createNotificationChannel ⽅法即可。

说明：

如果向⼚商申请的 channel ID ⼀致，同⼀个 channel ID 调⽤⼀次即可。

cPush.createNotificationChannel( 

channelId: "new_message",  

channelName: "消息推送",  

channelDescription: "推送新聊天消息"); 

4. 部分⼚商（如 OPPO）默认不提供推送权限，需要开发者⼿动申请。调
⽤  requireNotificationPermission ⽅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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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申请权限的时机可由您⾃⾏决定，您可以在⽤户登录成功后再调⽤。

cPush.requireNotificationPermission(); 

步骤4: 上报 Token 及证书 ID

需要将当前设备对应⼚商的证书 ID 及 Device Token 上报⾄腾讯云即时通信后台，服务端才可正常使⽤⼚商通道下
⾏通知。

插件⽀持⾃动在appInfo内找到当前⼚商的证书ID，并⾃动完成Token上报。

说明：

根据个保法内隐私相关规定，请在⽤户Login后再调⽤该⽅法上报。

Device Token 在同⼀设备保持⼀致，仅需在登录时上报⼀次即可，⽆需每次启动都上报。

import 'package:tim_ui_kit_push_plugin/tim_ui_kit_push_plugin.dart'; 

final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 = TimUiKitPushPlugin( 

isUseGoogleFCM: false, 

); 

final bool isUploadSuccess = await cPush.uploadToken(PushConfig.appInfo); 

步骤5: 前后台切换监听

1. 需要在每次切换前后台时，通过 IM SDK 上报 IM 后端当前状态。
2. 若为前台在线状态，则收到新消息不触发 notification 推送；反之则会进⾏推送。

3. 具体请参⻅ Flutter 官⽅监听前后台切换⽅案。

建议：在应⽤切换到 inactive/paused 状态前，使⽤插件中  setBadgeNum( int badgeNum ) ⽅法，将最新未读

数同步⾄桌⾯⾓标。iOS⾓标由IM SDK⾃动管理，此处本插件⽀持配置 XIAOMI(MIUI6 - MIUI 11机型), HUAWEI,
HONOR, vivo 及 OPPO 设备⾓标。

说明：

OPPO⾓标属于OPPO侧⾼级权益，不默认开放。如需使⽤，请⾃⾏联系OPPO应⽤推送权益对接⼈。

https://docs.flutter.dev/get-started/flutter-for/android-devs#how-do-i-listen-to-android-activity-lifecycle-events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2 共298⻚

/// coreInstance 

@override 

Future<V2TimCallback> setOfflinePushStatus({required AppStatus status, int? total

Count}) { 

if(Platfrom.isIOS){ 

return; 

} 

if(status == AppStatus.foreground){ 

// 当应⽤status为前台时，上报doForeground() 

return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 

.getOfflinePushManager() 

.doForeground(); 

}else{ 

// 当应⽤status为后台时，上报doBackground()，并带上未读数 

return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 

.getOfflinePushManager() 

.doBackground(unreadCount: totalCount ?? 0); 

} 

} 

/// App 

final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 = TimUiKitPushPlugin( 

isUseGoogleFCM: false, 

); 

@override 

void didChangeAppLifecycleState(AppLifecycleState state) async { 

print("--" + state.toString()); 

int? unreadCount = await _getTotalUnreadCount(); 

switch (state) { 

case AppLifecycleState.inactive:  

_coreInstance.setOfflinePushStatus(status: AppStatus.background, totalCount: unre

adCount); 

if(unreadCount != null){ 

cPush.setBadgeNum(unreadCount); 

} 

break; 

case AppLifecycleState.resumed: 

_coreInstance.setOfflinePushStatus(status: AppStatus.foreground); 

break; 

case AppLifecycleState.paused:  

_coreInstance.setOfflinePushStatus(status: AppStatus.background, totalCount: unre

adCount); 

if(unreadCount != null){ 

cPush.setBadgeNum(unreadCount);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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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步骤6: 发消息配置及单击通知跳转

发送消息

直接通过 SDK 发送

如您⾃⾏接⼊腾讯云 IM SDK，请在发消息时配置  OfflinePushInfo offlinePushInfo 字段。

OfflinePushInfo({ 

this.title = '', // 推送通知标题。留空字符串时，按照优先级，IM后台⾃动替换成 sender的昵称 =

> sender ID。因此，如⽆特殊需求，该字段建议留空 

this.desc = '', // 推送第⼆⾏⼩字部分 

this.disablePush = false, 

this.ext = '', // 推送内额外信息，对⽅可于单击通知跳转时拿到。建议传含Conversation信息的JS

ON，⽤于收件⽅跳转⾄对应Chat。可参⻅下⽅TUIKit的实例代码。 

this.androidOPPOChannelID = '', // OPPO的channel ID 

}); 

接⼊TUIKit

如果您使⽤我们的 Flutter TUIKit 组件库，可直接在  TIMUIKitChat 组件  TIMUIKitChatConfig 中，使

⽤  notificationTitle /  notificationOPPOChannelID /  notificationBody /  notificationExt /

 notificationIOSSound 定义⾃定义推送。详情如下：

TIMUIKitChat( 

config: TIMUIKitChatConfig( 

notificationTitle: "",// 推送通知标题。留空字符串时，按照优先级，IM后台⾃动替换成sender的

昵称 => sender ID。因此，如⽆特殊需求，该字段建议留空，可达到和微信⼀致的效果 

notificationOPPOChannelID: "", // ⽤于推送消息的OPPO配置Channel ID 

notificationBody: (V2TimMessage message, String convID, ConvType convType) { 

return "您根据给出的参数⾃定义的第⼆⾏通知"; 

}, 

notificationExt: (V2TimMessage message, String convID, ConvType convType) { 

// 您根据给出的参数⾃定义的EXT字段：此处建议传conversation id，JSON格式，即如下所⽰ 

String createJSON(String convID){ 

return "{\"conversationID\": \"$convID\"}"; 

} 

String ext = (convType == ConvType.c2c 

? createJSON("c2c_${message.sender}") 

: createJSON("group_$convID")); 

return 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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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理单击回调

1. 此时填上 步骤3 初始化时，为 pushClickAction 埋的坑。
2. 初始化时，注册该回调⽅法，可拿到含推送本体及 ext 信息在内的 Map。
3. 如果上⼀步创建 OfflinePushInfo 时，在 ext 内传⼊了含 conversationID 的 JSON，此时即可直接跳转到对应

Chat。

说明：

在后台跳转情况下，此时 Flutter ⾸⻚可能已经 unmounted，⽆法为跳转提供 context，因此建议启动时缓存⼀
个 context，保证跳转成功。

建议跳转成功后，清除通知栏中其他通知消息，避免太多IM消息堆积在通知栏中。调⽤插件
中  clearAllNotification() ⽅法即可。

BuildContext? _cachedContext; 

final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 = TimUiKitPushPlugin( 

isUseGoogleFCM: false, 

); 

// 仅限TUIKit 

final TIMUIKitChatController _timuiKitChatController = 

TIMUIKitChatController(); 

@override 

void initState() { 

super.initState(); 

_cachedContext = context; 

} 

void handleClickNotification(Map<String, dynamic> msg) async { 

String ext = msg['ext'] ?? ""; 

Map<String, dynamic> extMsp = jsonDecode(ext); 

String convId = extMsp["conversationID"] ?? ""; 

// 【TUIKit】若当前的会话与要跳转⾄的会话⼀致，则不跳转。 

final currentConvID = _timuiKitChatController.getCurrentConversation(); 

if(currentConvID == convId.split("_")[1]){ 

return; 

} 

final targetConversationRes = await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 

.getConversationManager() 

.getConversation(conversationID: convId); 

V2TimConversation? targetConversation = targetConversationRe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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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argetConversation != null){ 

cPush.clearAllNotification(); 

Navigator.push( 

_cachedContext ?? context, 

MaterialPageRoute( 

builder: (context) => Chat( 

selectedConversation: targetConversation, 

), 

)); 

} 

} 

步骤7: 使⽤ TRTC 打单聊语⾳/视频通话，发送离线推送

⼀般情况下，发起 TRTC 通话使⽤信令消息通知对⽅。您可在信令消息中，按照 步骤6，加
⼊  offlinePushInfo 字段。

Flutter 通话插件接⼊

1. 如果您使⽤到我们的 tim_ui_kit_calling_plugin 插件，请将其升级⾄0.2.0版本以上，即可使⽤离线推送能⼒。
2. 参⻅如下⽰例，直接在  call ⽅法第三个参数中，传⼊  offlinePush 对象即可。

final user = await sdkInstance.getLoginUser(); 

final myId = user.data; 

OfflinePushInfo offlinePush = OfflinePushInfo( 

title: "", 

desc: "邀请您语⾳通话", 

ext: "{\"conversationID\": \"c2c_$myId\"}", 

disablePush: false, 

ignoreIOSBadge: false, 

androidOPPOChannelID: PushConfig.OPPOChannelID 

); 

_calling?.call(widget.selectedConversation.userID!, CallingScenes.Audio, offlin

ePush); 

说明：

通话群邀请暂不⽀持离线推送。

使⽤插件跑通离线推送（iOS 增补）

本部分在使⽤插件跑通离线推送（Android）完成的基础上，补充对应步骤 iOS 端需要做的事情。

https://pub.dev/packages/tim_ui_kit_calling_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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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没有提到过的步骤，和 Android 端⼀致。

步骤2: 代码中添加 iOS ⼯程配置

1. 使⽤ Xcode 打开您的项⽬，在 Runner>Target 中，配置⽀持 Push 的 Signing Profile。

2. 并在左上⾓新增  Push Notification 的 Capability。

3. 执⾏  flutter pub get 安装好插件后进⼊ iOS ⽬录，执⾏：  pod install 安装依赖库。

4. 将以下代码添加到 iOS ⼯程下  ios/Runner/AppDelegate.swift ⽂

件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法中。 

Objective-C：

if (@available(iOS 10.0, *)) { 

[UNUserNotificationCenter currentNotificationCenter].delegate = (id<UNUserNotif

icationCenterDelegate>) self; 

} 

Swift：

if #available(iOS 10.0, *) { 

UNUserNotificationCenter.current().delegate = self as? UNUserNotificationCenterDe

legate 

} 

5. 如果不使⽤ Google Firebase 套件，需要在  info.plist 加⼊如下字段。

<key>flutter_apns.disable_firebase_core</key> 

<false/> 

步骤3: 应⽤启动时初始化

调⽤插件  init ⽅法。该步骤会完成初始化各⼚商通道，并申请⼚商通知权限。该步骤建议在应⽤启动后就执⾏调

⽤。

import 'package:tim_ui_kit_push_plugin/tim_ui_kit_push_plugin.dart'; 

final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 =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init( 

pushClickAction: pushClickAction, // 单击通知后的事件回调，会在STEP6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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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nfo: PushConfig.appInfo, // 传⼊STEP1做的appInfo 

); 

步骤6: 发消息配置及单击通知跳转

发送消息

直接通过 SDK 发送

如您⾃⾏接⼊腾讯云 IM SDK，请在发消息时配置  OfflinePushInfo offlinePushInfo 字段。

OfflinePushInfo({ 

// ..其他配置 

this.iOSSound = "", // iOS离线推送声⾳设置， 当 iOSSound = kIOSOfflinePushNoSound，表

⽰接收时不会播放声⾳。 当 iOSSound = kIOSOfflinePushDefaultSound，表⽰接收时播放系统声

⾳。 如果要⾃定义 iOSSound，需要先把语⾳⽂件链接进 Xcode ⼯程，然后把语⾳⽂件名（带后»）设置

给 iOSSound。 

this.ignoreIOSBadge = false, 

}); 

接⼊TUIKit

如果您使⽤我们的 Flutter TUIKit 组件库，可直接在  TIMUIKitChat 组件  TIMUIKitChatConfig 中，使

⽤  notificationTitle /  notificationOPPOChannelID /  notificationBody /  notificationExt /

 notificationIOSSound 定义⾃定义推送。详情如下：

TIMUIKitChat( 

config: TIMUIKitChatConfig( 

// ..其他配置 

notificationIOSSound: "", // iOS离线推送声⾳设置， 当 iOSSound = kIOSOfflinePushNoSo

und，表⽰接收时不会播放声⾳。 当 iOSSound = kIOSOfflinePushDefaultSound，表⽰接收时播放

系统声⾳。 如果要⾃定义 iOSSound，需要先把语⾳⽂件链接进 Xcode ⼯程，然后把语⾳⽂件名（带后

»）设置给 iOSSound。 

) 

) 

调试

离线推送⾃查

您可使⽤ 离线推送⾃查 ⼯具，检测终端状态/证书上报及发送测试消息。

vivo 调试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tool-push-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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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vivo 官⽅限制，应⽤在 vivo 应⽤市场上架前，不允许使⽤正式 PUSH 能⼒，详⻅此⽂档。 
开发过程中，需要调试，请参⻅本步骤：

1. 获取测试设备（vivo 真机）的 regId（我们称做 Device Token）。

2. 在 vivo 控制台内，添加该设备为测试设备。

3. 此时可推送测试消息⾄测试设备。可参⻅ vivo 单播推送⽂档。

4. 由于腾讯云 IM 控制台的测试推送，和直接使⽤ IM SDK 发送聊天消息的推送，均不能修改推送模式为测试。因此
请使⽤我们提供的，可触发测试消息的JS脚本，单击此处下载

5. 下载后，请根据顶部五⾏注释，填⼊vivo相关参数。默认ext为  conversationID ，如果在处理单击回调跳转

（可参⻅ 步骤6）时需要其他字段，请⾃⾏修改JS代码。

6. 执⾏脚本。  npm install axios   npm install js-md5  后  node testvivo 。推送结果会显⽰在 log

最后⼀⾏。

7. 此时测试终端可收到测试消息推送，单击消息后，可触发 Dart 层回调。

⼚商推送限制

1、国内⼚商都有消息分类机制，不同类型也会有不同的推送策略。如果想要推送及时可靠，需要按照⼚商规则设置
⾃⼰应⽤的推送类型为⾼优先级的系统消息类型或者重要消息类型。反之离线推送消息会受⼚商推送消息分类影

响，与预期会有差异。

2、另外，⼀些⼚商对于应⽤每天的推送数量也是有限制的，可以在⼚商控制台查看应⽤每⽇限制的推送数量。 
如果离线推送消息出现推送不及时或者偶尔收不到情况，需要考虑下这⾥：

华为：将推送消息分为服务与通讯类和资讯营销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另外，消息分类还和⾃分类权益有

关：

⽆⾃分类权益，推送消息⼚商还会进⾏⼆次智能分类 。
有申请⾃分类权益，消息分类会按照⾃定义的分类进⾏推送。

具体请参⻅ ⼚商描述。

vivo：将推送消息分为系统消息类和运营消息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系统消息类型还会进⾏⼚商的智能分类
⼆次修正，若智能分类识别出不是系统消息，会⾃动修正为运营消息，如果误判可邮件申请反馈。另外，消息推

https://dev.vivo.com.cn/documentCenter/doc/151
https://dev.vivo.com.cn/documentCenter/doc/363#w2-98542835
https://tuikit-125178727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testvivo.js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doc/development/HMSCore-Guides/message-classification-000000114935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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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也受⽇推总数量限制，⽇推送量由应⽤在⼚商订阅数统计决定。

具体请参⻅ ⼚商描述1 或 ⼚商描述2。

OPPO：将推送消息分为私信消息类和公信消息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其中私信消息是针对⽤户有⼀定关注

度，且希望能及时接收的信息，私信通道权益需要邮件申请。公信通道推送数量有限制。

具体请参⻅ ⼚商描述1 或 ⼚商描述2。

⼩⽶：将推送消息分为重要消息类和普通消息类，推送效果和策略不同。其中重要消息类型仅允许即时通讯消

息、个⼈关注动态提醒、个⼈事项提醒、个⼈订单状态变化、个⼈财务提醒、个⼈状态变化、个⼈资源变化、个

⼈设备提醒这8类消息推送，可以在⼚商控制台申请开通。普通消息类型推送数量有限制。 

具体请参⻅ ⼚商描述1 或 ⼚商描述2。

魅族：推送消息数量有限制，具体可参⻅ 魅族平台合约。

FCM：推送上⾏消息频率有限制。 
具体请参⻅ ⼚商描述。

收不到离线推送怎么排查？

1、OPPO ⼿机

OPPO ⼿机收不到推送⼀般有以下⼏种情况：

按照 OPPO 推送官⽹要求，在 Android 8.0 及以上系统版本的 OPPO ⼿机上必须配置 ChannelID，否则推送消息

⽆法展⽰。配置⽅法可以参⻅ OPPO 推送配置。
在消息中 透传的离线推送的⾃定义内容 不是 JSON 格式，会导致 OPPO ⼿机收不到推送。
OPPO 安装应⽤通知栏显⽰默认关闭，需要确认下开关状态。

2、发送消息为⾃定义消息

⾃定义消息的离线推送和普通消息不太⼀样，⾃定义消息的内容我们⽆法解析，不能确定推送的内容，所以默认不

推送，如果您有推送需求，需要您在  sendMessage 的时候设置  offlinePushInfo 的  desc 字段，推送的时

候会默认展⽰ desc 信息。

3、设备通知栏设置影响

离线推送的直观表现就是通知栏提⽰，所以同其他通知⼀样受设备通知相关设置的影响，以华为为例：

“⼿机设置-通知-锁屏通知-隐藏或者不显⽰通知”，会影响锁屏状态下离线推送通知显⽰。
“⼿机设置-通知-更多通知设置-状态栏显⽰通知图标”，会影响状态栏下离线推送通知的图标显⽰。
“⼿机设置-通知-应⽤的通知管理-允许通知”，打开关闭会直接影响离线推送通知显⽰。

https://dev.vivo.com.cn/documentCenter/doc/359
https://dev.vivo.com.cn/documentCenter/doc/156
https://open.oppomobile.com/wiki/doc#id=11227
https://open.oppomobile.com/wiki/doc#id=11210
https://dev.mi.com/console/doc/detail?pId=2422
https://dev.mi.com/console/doc/detail?pId=2086
http://open.res.flyme.cn/fileserver/upload/file/202201/85079f02ac0841da859c1da0ef351970.pdf
https://firebase.google.com/docs/cloud-messaging/concept-options?hl=en#upstream_throttling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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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设置-通知-应⽤的通知管理-通知铃声” 和 “⼿机设置-通知-应⽤的通知管理-静默通知”，会影响离线推送通知
铃⾳的效果。

4、按照流程接⼊完成，还是收不到离线推送

⾸先在 IM 控制台通过 离线测试⼯具 ⾃测下是否可以正常推送。 

推送异常情况，设备状态异常，需要检查下 IM 控制台配置各项参数是否正确，再者需要检查下代码初始化注册逻
辑，包括⼚商推送服务注册和 IM 设置离线推送配置相关逻辑是否正确设置。 
推送异常情况，设备状态正常，需要看下是否需要正确填写 channel ID 或者后台服务是否正常。
离线推送依赖⼚商能⼒，⼀些简单的字符可能会被⼚商过滤不能透传推送。如 OPPO 则对 ext 字段限制为 JSON
格式。

如果离线推送消息出现推送不及时或者偶尔收不到情况，需要看下⼚商的推送限制。

在线推送-在本地创建新消息通知

本⽂以上部分介绍了，如何使⽤本插件，结合腾讯云 IM 后端的推送服务，实现通过⼚商通道的离线推送。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商离线推送并不适⽤。如，您的⽬标客户端机型⾮我们兼容的⼚商，使⽤华强北定制的

Android 设备等。

此时，您只得通过在线监听收到新消息回调，在客户端上，⼿动触发创建通知。这仅适⽤于，应⽤未被kill掉，还处
于前后台状态，能正常与 IM 服务端通信。

为此种情况，本插件在0.3版本中，新增两个本地创建消息的⽅法，  displayNotification  ⾃定义通知，及

 displayDefaultNotificationForMessage  根据消息⽣成默认通知，您可按需使⽤。

接⼊前准备

在您的项⽬中安装 IM Flutter 推送插件：

flutter pub add tim_ui_kit_push_plugin 

Android

1. 确保  @mipmap/ic_launcher  存在且为您的应⽤ iCon。完整路

径：  android/app/src/main/res/mipmap/ic_launcher.png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tool-push-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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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可⼿动将您的应⽤ iCon 复制进去，或通过 Android Studio ⾃动创建不同分辨率版本（  mipmap  ⽬录

右键，  New  =>  Image As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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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  android/app/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件，在您应⽤的主 activity 中，添加如下代码。

<activity 

android:showWhenLocked="true" 

android:turnScreenOn="true"> 

iOS

如果您已经配置 iOS 端离线推送，可忽略本部分。若⽆，请在  ios/Runner/AppDelegate.swift  或

 ios/Runner/AppDelegate.m ⽂件中，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函数内，添加如下代码。可

参考我们的DEMO。

Objective-C:

if (@available(iOS 10.0, *)) { 

[UNUserNotificationCenter currentNotificationCenter].delegate = (id<UNUserNotific

ationCenterDelegate>) se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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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if #available(iOS 10.0, *) { 

UNUserNotificationCenter.current().delegate = self as? UNUserNotificationCenterDe

legate 

} 

初始化插件

请在 IM SDK 初始化完成后，初始化本 Push 插件。实例化⼀个  cPush  插件类，供后续调⽤。

final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 =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init( 

// 此处绑定点击通知的跳转函数，下⽂会介绍 

pushClickAction: onClickNotification, 

); 

监听新消息回调触发通知

监听  V2TimAdvancedMsgListener 

如果您已经挂载监听  V2TimAdvancedMsgListener  ，可忽略本部分；若⽆，请在 IM login 后，挂载监听。

代码如下：

final advancedMsgListener = V2TimAdvancedMsgListener( 

onRecvNewMessage: (V2TimMessage newMsg) { 

// 这⾥完成监听回调触发事件 

// 下⼀步创建的⽅法，请在这⾥调⽤ 

},  

});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 

.getMessageManager() 

.addAdvancedMsgListener(listener: advancedMsgListener); 

触发本地消息通知

请从我们提供的两个 API 中，  displayNotification  ⾃定义通知，及

 displayDefaultNotificationForMessage  根据消息⽣成默认通知，选⼀个合适的 API。

对于Android端，这两个 API 均需传⼊  channelID  及  channelName 。若还未创建 Android Push Channel ，

请使⽤插件  createNotificationChannel  API 创建。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raining/notify-user/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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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sh.createNotificationChannel( 

channelId: "new_message", 

channelName: "消息推送", 

channelDescription: "推送新聊天消息"); 

 displayNotification 

本 API 需要您提供  title ,  body , 及  ext  ⽤于点击跳转信息，三个参数。您可以根据需要⾃⾏解析收到的

 V2TimMessage ，⽣成这三个字段。

为便于跳转，此处 ext 的⽣成规则可查看  displayDefaultNotificationForMessage  的代码。

cPush.displayNotification( 

channelID: "new_message", 

channelName: "消息推送", 

title: "", 

body: "", 

ext: "" 

); 

 displayDefaultNotificationForMessage 

为了⽅便，推荐您使⽤此 API，⾃动根据  V2TimMessage ，⽣成通知。

您只需传⼊⼀个  V2TimMessage  即可。

cPush.displayDefaultNotificationForMessage( 

message: message, channelID: "new_message", channelName: "消息推送"); 

点击通知跳转

本步骤与 上⽂离线推送的步骤6 单击回调⼀致，均为在 ext 中，读取需要跳转的 conversation，并导航过去。

如果您在上⼀步使⽤  displayDefaultNotificationForMessage ，或在  displayNotification  中使

⽤与default相同的 ext ⽣成函数，此时的 ext 结构为：   "conversationID": "对应的conversation" 。

此时，填上初始化时，为 pushClickAction 埋的坑。

初始化时，注册该回调⽅法，可拿到含推送本体及 ext 信息在内的 Map。

说明：

在后台跳转情况下，此时 Flutter ⾸⻚可能已经 unmounted，⽆法为跳转提供 context，因此建议启动时缓存⼀
个 context，保证跳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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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跳转成功后，清除通知栏中其他通知消息，避免太多 IM 消息堆积在通知栏中。调⽤插件
中  clearAllNotification() ⽅法即可。

BuildContext? _cachedContext; 

final TimUiKitPushPlugin cPush = TimUiKitPushPlugin( 

isUseGoogleFCM: false, 

); 

// 仅限TUIKit 

final TIMUIKitChatController _timuiKitChatController = 

TIMUIKitChatController(); 

@override 

void initState() { 

super.initState(); 

_cachedContext = context; 

} 

void onClickNotification(Map<String, dynamic> msg) async { 

String ext = msg['ext'] ?? ""; 

Map<String, dynamic> extMsp = jsonDecode(ext); 

String convId = extMsp["conversationID"] ?? ""; 

// 【TUIKit】若当前的会话与要跳转⾄的会话⼀致，则不跳转 

final currentConvID = _timuiKitChatController.getCurrentConversation(); 

if(currentConvID == convId.split("_")[1]){ 

return; 

} 

final targetConversationRes = await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 

.getConversationManager() 

.getConversation(conversationID: convId); 

V2TimConversation? targetConversation = targetConversationRes.data; 

if(targetConversation != null){ 

cPush.clearAllNotification(); 

Navigator.push( 

_cachedContext ?? context, 

MaterialPageRoute( 

builder: (context) => Chat( 

selectedConversation: targetConversation, 

), 

)); 

} 

} 

如果您⾃定义了  ext  结构，则需⾃实现点击跳转函数。

此时，您已完成在线推送的接⼊。测试通过后，你可以在  onRecvNewMessage  内定义，触发推送通知的时机及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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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组件从 4.8.50 版本开始⽀持⾳视频通话功能，并且实现了 iOS、 Android、Web 平台的互通。

说明：

在 6.5.xxxx 版本以后，TUIKit 组件升级了⾳视频通话功能，采⽤了全新的 TUICallKit，新版本⾳视频通

话功能需要加购专属的 IM ⾳视频通话能⼒包后解锁，具体购买⽅法请参考 步骤1：开通⾳视频服务，如已
开通，则可忽略该步骤。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版本在集成⽅式上有⼀定的区别，详⻅ 版本说明。建议升级到 6.5.2816 及以上版本，
本⽂重点讲解 6.5.2816 及以上版本的集成⽅案。

⾳视频通话界⾯如下图所⽰：

视频通话

使⽤⾳视频通话

Andro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2 17: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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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开通⾳视频通话服务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应⽤的基础配置⻚⾯。

2. 在⻚⾯的右下⾓找到腾讯实时⾳视频服务功能区，单击下⽅ ⾳视频通话能⼒-免费体验 ，在弹出的免费开通⾳视
频通话能⼒体验版对话框中，单击免费开通，即可开通 TUICallKit 的 60 天免费试⽤服务。

步骤2：配置⼯程⽂件

在  APP  的  build.gradle  ⽂件中添加对  tuicallkit  的依赖：

api project(':tuicallkit') 

步骤3：打开/关闭⾳视频通话

TUICallKit 组件和 TUIChat 组件可⾃由组合，当集成了 TUICallKit 组件后，TUIChat 会默认开启⾳视频通话功
能，并在聊天⻚⾯更多菜单中显⽰⼊⼝。

如果您想在 TUIChat 中动态的打开/关闭视频或语⾳通话⼊⼝，可以⼿动修改 InputView.java ⽂件的

 addActionsFromListeners  函数。⽰例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addActionsFromListeners() { 

... 

boolean enableAudio = true; // 动态开启语⾳通话⼊⼝ 

boolean enableVideo = true; // 动态开启视频通话⼊⼝ 

Map<String, Object> audioCallExtension = TUICore.getExtensionInfo(TUIConstants.TU

IChat.EXTENSION_INPUT_MORE_AUDIO_CALL, param); 

if (audioCallExtension != null && enableAudio) { 

... 

mInputMoreActionList.add(audioUnit); 

} 

Map<String, Object> videoCallExtension = TUICore.getExtensionInfo(TUIConstants.TU

IChat.EXTENSION_INPUT_MORE_VIDEO_CALL, param); 

if (videoCallExtension != null && enableVideo) { 

... 

mInputMoreActionList.add(videoUnit); 

} 

... 

}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68 共298⻚

步骤4：离线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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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离线推送之前，您需要开通 IM 离线推送 服务。关于 APP 的配置，您也可以参考 TUIKitDemo 内的
OEMPush 快速接⼊⼚商推送，完成后，接收端就可以收到如图所⽰的通知： 

单击这个通知，就会跳转到通话界⾯。

说明：

配置完成后，当单击接收到的“⾳视频通话离线推送通知”时，⾸先会打开您配置的 APP 跳转⻚⾯，然后
TUICallKit 会⾃动拉起“⾳视频通话邀请界⾯”

版本说明

版本 库/组件名称 说明

4.8.50 ~ 5.1.60 TUIKit TUIKit 组件默认集成了⾳视频通话 UI 组件和 TRTC ⾳视频库

5.4.666 ~ 5.6.1200 TUIKitLive TUIKit 组件默认不再集成⾳视频通话 UI 组件和 TRTC ⾳视频库 
⾳视频相关逻辑都移到了 TUIKitLive 组件⾥⾯

5.7.1435 - 6.0.1992 TUICalling TUICalling 组件包含了所有的⾳视频通话 UI 和 TRTC ⾳视频库  
TUICalling 组件⽀持与 TUIKit 其他组件⾃由组合

6.1.2155 - 6.5.2803 TUICalling TUICalling 前后台切换体验优化

6.5.2816 及以上 TUICallKit 全新升级⾳视频通话组件，功能更强⼤

常⻅问题

错误提⽰“The package you purchased does not support this ability”？

如遇以上错误提⽰，是由于您当前应⽤的⾳视频通话能⼒包过期或未开通，请参⻅ 步骤⼀：开通服务，领取或者开

通⾳视频通话能⼒，进⽽继续使⽤ TUICallKit 组件.

如何购买套餐？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6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IMSDK/tree/master/Android/TUIKit/TUIOfflinePush/tuiofflinepush/src/main/java/com/tencent/qcloud/tim/tuiofflinepush/OEMPush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50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50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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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话 SDK ⽬前处于内测期，提供有效期为60天的免费体验版。

在通话邀请超时时间内，被邀请者如果离线再上线，能否弹出通话界⾯？

根据 App 的启动类型，分别有不同的情况： 

说明：

如果离线再上线后没有弹出通话界⾯，请过滤"onReceiveNewInvitation"⽇志，检查是否拉取到历史消息

单击离线推送通知，拉不起通话界⾯

需要检查下，配置的离线推送的跳转逻辑，确保可以拉取 App 主界⾯。

说明：

例如，在 App 中配置的 intent 需要与⼩⽶推送控制台上的⼀致。

<activity 

android:name="应⽤包名.MainActivity" 

android:launchMode="singleTask" 

android:screenOrientation="portrait">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VIEW"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DEFAULT" /> 

<data 

android:host="com.tencent.qcloud" 

android:path="/detail" 

android:scheme="pushscheme" /> 

</intent-filter>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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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后台时，不能⾃动将通话界⾯拉取到前台

将应⽤从后台⾃动拉取到前台，需要检查 App 是否开启了”后台⾃启动“或”悬浮窗“权限。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商、甚⾄同⼀⼚商不同 Android 版本，其对于应⽤开放的权限以及权限名称也会存在不⼀致。
例如，⼩⽶6只需要开启后台弹出界⾯权限，⽽红⽶需要同时打开后台弹出界⾯和显⽰悬浮窗权限。

说明：

如果您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动开启了所有权限，依然⽆法⾃动拉起通话界⾯到前台，需要做兼容处理。

如果您使⽤的是⽼版本 TUICalling，想单独升级 IM 相关组件
（TUIChat/TUIConversation/TUIGroup/TUIContact/TUISearch/TUIOfflinePush），应该怎么处理？

只需要替换 IM 相关组件的源代码即可。TUICalling 和 TUICallKit 可以⾃由互通，建议您升级到最新的 TUICallKit 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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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Kit 组件从 4.8.50 版本开始⽀持⾳视频通话功能，并且实现了 iOS、 Android、Web 平台的互通。

说明：

在 6.5.xxxx 版本以后，TUIKit 组件升级了⾳视频通话功能，采⽤了全新的 TUICallKit，新版本⾳视频通

话功能需要加购专属的 IM ⾳视频通话能⼒包后解锁，具体购买⽅法请参考 步骤1：开通⾳视频服务，如已
开通，则可忽略该步骤。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版本在集成⽅式上有⼀定的区别，详⻅ 版本说明。建议升级到 6.5.2816 及以上版本，
本⽂重点讲解 6.5.2816 及以上版本的集成⽅案。

⾳视频通话界⾯如下图所⽰：

视频通话

步骤1：开通⾳视频通话服务

iO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2 17: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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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应⽤的基础配置⻚⾯。

2. 在⻚⾯的右下⾓找到腾讯实时⾳视频服务功能区，单击下⽅ ⾳视频通话能⼒-免费体验 ，在弹出的免费开通⾳视
频通话能⼒体验版对话框中，单击免费开通，即可开通 TUICallKit 的 60 天免费试⽤服务。

步骤2：集成 TUICallKit 组件

1. 在 podfile ⽂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 集成⾳视频通话组件 

pod 'TUICallKit'  

2. 执⾏以下命令，下载第三⽅库⾄当前⼯程。

pod install 

如果⽆法安装 TUIKit 最新版本，执⾏以下命令更新本地的 CocoaPods 仓库列表。

pod repo update 

步骤3：打开/关闭⾳视频通话

TUICallKit 组件和 TUIChat 组件可⾃由组合，当集成了 TUICallKit 组件后，TUIChat 会默认开启⾳视频通话功能，并

在聊天⻚⾯更多菜单中显⽰⼊⼝。

如果您想在 TUIChat 中动态地打开/关闭视频或语⾳通话⼊⼝，可以在进⼊聊天界⾯之前，配置  TUIChatConfig 

中的  enableVideoCall  和  enableAudioCall 。 

⽰例代码如下：

[TUIChatConfig defaultConfig].enableVideoCall = NO; // YES：开启，NO：关闭 

[TUIChatConfig defaultConfig].enableAudioCall = NO; // YES：开启，NO：关闭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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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离线推送

在使⽤离线推送之前，您需要开通 IM 离线推送 服务。关于 APP 的配置，您也可以 集成 TUIOfflinePush 跑通离线推
送功能。

配置完成后，当单击接收到的「⾳视频通话离线推送通知」时， TUICallKit 会⾃动拉起「⾳视频通话邀请界⾯」。

版本说明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915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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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库/组件名称 说明版本 库/组件名称 说明

4.8.50 ~ 5.1.60 TXIMSDK_TUIKit_iOS TUIKit 组件默认集成了⾳视频通话 UI 组件和 TRTC ⾳视
频库

5.4.666 ~
5.6.1200

TXIMSDK_TUIKit_live_iOS

- TUIKit 组件默认不再集成⾳视频通话 UI 组件和 TRTC
⾳视频库 
- ⾳视频相关逻辑都移到了 TXIMSDK_TUIKit_live_iOS
组件⾥⾯

5.7.1435 ~
6.0.1992 TUICalling

TUICalling 组件包含了所有的⾳视频通话 UI 和 TRTC ⾳
视频库  
TUICalling 组件⽀持与 TUIKit 其他组件⾃由组合

6.1.2155 及以上 TUICalling TUICalling 前后台切换体验优化

6.5 及以上版本 TUICallKit 全新升级⾳视频通话组件，功能更强⼤

常⻅问题

错误提⽰“The package you purchased does not support this ability”？

如遇以上错误提⽰，是由于您当前应⽤的⾳视频通话能⼒包过期或未开通，请参⻅ 步骤⼀：开通服务，领取或者开

通⾳视频通话能⼒，进⽽继续使⽤ TUICallKit 组件.

如何购买套餐？

⾳视频通话 SDK ⽬前处于内测期，提供有效期为60天的免费体验版。

在邀请超时时间内，被邀请者如果离线再上线，能否⽴即收到邀请？

如果是单聊通话邀请，被邀请者离线再上线可以收到通话邀请，TUIKit 内部会⾃动唤起通话邀请界⾯。
如果是群聊通话邀请，被邀请者离线再上线后会⾃动拉取最近 20 条邀请，TUICallKit 会⾃动唤起群通话界⾯。

TUICallKit 和⾃⼰集成的⾳视频库冲突了？

腾讯云的 ⾳视频库 不能同时集成，可能产⽣符号冲突，可以按照下⾯的场景处理。

如果您使⽤了  TXLiteAVSDK_TRTC  库，不会发⽣符号冲突。可直接在 Podfile ⽂件中添加依赖，

pod 'TUICallKit' 

如果您使⽤了  TXLiteAVSDK_Professional  库，会产⽣符号冲突。您可在 Podfile ⽂件中添加依赖，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50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50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4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3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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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 'TUICallKit/Professional' 

如果您使⽤了  TXLiteAVSDK_Enterprise  库，会产⽣符号冲突。建议升级到

 TXLiteAVSDK_Professional  后使⽤  TUICallKit/Professional 。

集成 TUICallKit 后运⾏报错 “ld: framework not found BoringSSL clang: error: linker command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sdk”

由于 TUICallKit 所依赖的⾳视频库暂不⽀持模拟器，请⽤真机运⾏或者调试。

如果您使⽤的是⽼版本 TUICalling，想单独升级 IM 相关组件
（TUIChat/TUIConversation/TUIGroup/TUIContact/TUISearch/TUIOfflinePush），应该怎么处理？

TUICalling 最后的⼀个稳定的 cocoapods 版本号为：9.6.4，如果您使⽤的是 cocoapods 集成，直接升级 IM 相关组
件版本号即可。如果您是⼿动集成，也只需要替换 IM 相关组件的源代码即可。

TUICalling 和 TUICallKit 可以⾃由互通，建议您升级到最新的 TUICallKit 组件。

开源建设

您可以在 这⾥ 找到升级前的 TUICalling 开源项⽬。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UICalling/tree/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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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IM Flutter TUIKit默认⾃带 英⽂/简体中⽂/繁体中⽂/⽇语/韩语 语⾔包，作为界⾯展⽰语⾔。

根据此⽂档指引，您可以使⽤默认语⾔包，也可⾃定义语⾔翻译表述，并增添额外的⾮⾃带语⾔的⽀持。

使⽤⾃带语⾔

如果您的App，需要的语⾔仅包括英语/简体中⽂/繁体中⽂/⽇语/韩语，请参考本部分。

跟随系统语⾔

直接使⽤TUIKit即可，⽆需额外步骤。插件内部会跟随系统语⾔⾃适应。

预指定显⽰的语⾔

如果您需要在初始化是，⼿动设置TUIKit界⾯语⾔，请在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中调⽤  init ⽅法

时，传⼊需要的语⾔。

更多⾼级能⼒

国际化界⾯语⾔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2 14:16:16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78 共298⻚

import 'package:tim_ui_kit/tim_ui_kit.dart';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final isInitSuccess = await _coreInstance.init( 

language: LanguageEnum.en, // 请在此处定义语⾔，枚举值⻅下⽅ 

// ...其他配置 

); 

语⾔可选项，枚举值为：

enum LanguageEnum { 

zhHant, //繁体中⽂ 

zhHans, //简体中⽂ 

en, // 英⽂ 

ko, // 韩语 

ja // ⽇语 

} 

实时动态修改

调⽤  I18nUtils(null, language);  即可。此处的  language  为 ISO 639-1 语⾔代码。⽰例如下：

I18nUtils(null, "en"); 

说明：

语⾔代码清单⻅附录。

使⽤更多语⾔/⾃定义翻译表述

如果您需要⽀持，除 英⽂/简体中⽂/繁体中⽂/⽇语/韩语 外的更多语⾔，或更改我们部分词条的翻译，请参考本部
分。

说明：

本⽅案仅适⽤于，⽬标语⾔为的阅读⽅向为从左⾄右的语⾔。对于阅读⽅向从右⾄左的⼩语种，如阿拉伯

语，请⾃⾏在GitHub fork⼀份我们的源码，完成⾃定义左右镜像开发适配。

新增语⾔词条包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chat-uikit-f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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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的核⼼为本部分， 即，将您⾃定义的国际化多语⾔词条库⽂件，注⼊腾讯云IM项⽬内。

获取语⾔模板

在您的项⽬中，允许如下代码。

flutter pub run tencent_im_base 

根据提⽰，选择  A  选项。

此时，我们⾃带的所有语⾔包，以JSON⽂件模板的形式，存储于您项⽬根⽬录下，  languages/  路径内。

请复制⼀份您熟悉的语⾔JSON模板⽂件，例如，简体中⽂版，  strings_zh-Hans.i18n.json 。

复制⼀份新的，并命名为  strings_${语⾔编码}.i18n.json 。其中，  ${语⾔编码}  需要替换为 ISO 639-1

语⾔代码。例如，丹⻨语，  strings_da.i18n.json 。

如果您需要兼容⽀持多个新语⾔，复制多份，并准确指定每⼀份的语⾔编码即可。

个性化⾃定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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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您可以修改上⼀步 复制新⽣成的⽬标语⾔模板。

打开您复制⽣成的新⽂档，保留不动JSON的md5 key值，将所有的value值替换成对应⽬标翻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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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您需要修改默认语⾔模板的翻译⽂案，也可直接打开⾃动⽣成的语⾔模板，进⾏修改。除简体中⽂版本

外，其他翻译⽂案，均可修改。

翻译完成后，  languages/  内，包含原始提供的⾃带语⾔模板，及您复制⽣成的其他语⾔词条集。

回装您的语⾔包

在您项⽬的根⽬录下，执⾏  flutter pub run tencent_im_base  命令，并选择  B  选项。

代码运⾏完成后，即可使您的语⾔包，在当前电脑本地⽣效。

说明：

如果您是团队协同开发，或使⽤了远程流⽔线编译。需要在您同事电脑中或流⽔线编译命令脚本中，使⽤同

样的⽅式，执⾏本章节所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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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系统语⾔

直接使⽤TUIKit即可，⽆需额外步骤。

只要您新增的语⾔词条包命名符合标准，插件内部会跟随系统语⾔⾃适应。

预指定显⽰的语⾔

如果您需要在初始化是，⼿动设置TUIKit界⾯语⾔，请在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中调⽤  init ⽅法

时，传⼊需要的语⾔。

import 'package:tim_ui_kit/tim_ui_kit.dart';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final isInitSuccess = await _coreInstance.init( 

extraLanguage: "ja", // 请在此处定义语⾔，ISO 639-1 语⾔代码 ⻅下⽅ 

// ...其他配置 

); 

实时动态修改

调⽤  I18nUtils(null, language);  即可。此处的  language  为 ISO 639-1 语⾔代码。⽰例如下：

I18nUtils(null, "ja"); 

说明：

语⾔代码清单⻅附录。

附录：语⾔代码表

语⾔ 代码 语⾔ 代码

阿拉伯语 ar 保加利亚语 bg

克罗地亚语 hr 捷克语 cs

丹⻨语 da 德语 de

希腊语 el 英语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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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代码 语⾔ 代码

爱沙尼亚语 et ⻄班⽛语 es

芬兰语 fi 法语 fr

爱尔兰语 ga 印地语 hi

匈⽛利语 hu 希伯来语 he

意⼤利语 it ⽇语 ja

朝鲜语/韩语 ko 拉脱维亚语 lv

⽴陶宛语 lt 荷兰语 nl

挪威语 no 波兰语 pl

葡萄⽛语 pt 瑞典语 sv

罗⻢尼亚语 ro 俄语 ru

塞尔维亚语 sr 斯洛伐克语 sk

斯洛⽂尼亚语 sl 泰语 th

⼟⽿其语 tr 乌克兰语 uk-UA

中⽂（简体） zh-Hans 中⽂（繁体） zh-Hant

完整版请⻅此处。

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接⼊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如下⽅式联系我们。

Telegram Group
WhatsApp Group

https://quickref.me/iso-639-1
https://t.me/+1doS9AUBmndhNGNl
https://chat.whatsapp.com/Gfbxk7rQBqc8Rz4pzzP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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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TUIKit 从 v0.1.3 版本开始，⽀持在会话列表及联系⼈列表，展⽰⽤户在线状态。

注意：

“⽤户在线状态”功能仅旗舰版套餐⽀持，使⽤前请确认。

效果展⽰

会话列表

开启“显⽰⽤户在线状态” 关闭“显⽰⽤户在线状态”

⽤户在线状态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29 1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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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显⽰⽤户在线状态” 关闭“显⽰⽤户在线状态”

联系⼈列表

开启“显⽰⽤户在线状态” 关闭“显⽰⽤户在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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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显⽰⽤户在线状态” 关闭“显⽰⽤户在线状态”

使⽤此功能

请在初始化TUIKit时，通过配置TUIKit全局  TIMUIKitConfig  中在线状态功能字段

 isShowOnlineStatus ，来控制此功能开启或关闭。

final CoreServicesImpl _coreInstance = TIMUIKitCore.getInstance(); 

_coreInstance.init( 

config: const TIMUIKitConfig( 

isShowOnlineStatus: true 或 false, // 添加此⾏ 

// ... 其他TUIKit全局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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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启动配置 

); 

此配置是后续配置的总开关，请在此状态打开后，再继续开启后续⻚⾯在线状态。

会话列表⽤户在线状态

TIMUIKitConversation 提供会话列表功能。

在 TIMUIKitConversation 顶层提供了“⽤户在线状态”功能开关 isShowOnlineStatus， 其类型为 boolean，默认为
 true  。

TIMUIKitConversation( 

isShowOnlineStatus: true 或 false, 

// ... 其他 TIMUIKitConversation 配置 

) 

联系⼈列表⽤户在线状态

TIMUIKitContact 提供联系⼈列表功能。 
在 TIMUIKitContact 顶层提供了“⽤户在线状态”功能开关 isShowOnlineStatus， 其类型为 boolean，默认为
 true  。

TIMUIKitContact( 

isShowOnlineStatus: true 或 false, 

// ... 其他 TIMUIKitContact 配置 

）

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接⼊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如下⽅式联系我们。

Telegram Group

WhatsApp Group

https://t.me/+1doS9AUBmndhNGNl
https://chat.whatsapp.com/Gfbxk7rQBqc8Rz4pzzP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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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TUIKit 从 v0.1.3 版本开始，⽀持单聊会话“对⽅正在输⼊”功能。

本功能使⽤更多腾讯云IM SDK在线消息能⼒实现，在线消息相关内容详⻅：在线消息。

开启“对⽅正在输⼊” 关闭“对⽅正在输⼊”

对⽅正在输⼊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29 11:25: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7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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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正在输⼊能⼒状态

在 TIMUIKitChat 的配置参数  config  中，提供了“对⽅正在输⼊”功能开关 showC2cMessageEditStatus , 其类

型为 boolean，默认为  true  。

TIMUIKitChat( 

config: TIMUIKitChatConfig( 

showC2cMessageEditStatus: true 或 false, 

// ... 其他 config 配置 

), 

// ... 其他 TIMUIKitChat 参数 

) 

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接⼊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如下⽅式联系我们。

Telegram Group
WhatsApp Group

https://t.me/+1doS9AUBmndhNGNl
https://chat.whatsapp.com/Gfbxk7rQBqc8Rz4pzzP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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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TUIKit 从 v0.0.8 版本开始，⽀持“单聊消息已读回执”与“群消息已读回执”功能。

注意：

“群消息已读回执”功能仅旗舰版套餐⽀持，使⽤前请确认。

效果展⽰

单聊消息已读回执

通过消息左侧 “已读” / “未读” 展⽰。

消息已读回执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29 11:25:10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91 共298⻚

群聊消息已读回执

通过消息旁圆圈，体现群成员已读数量。点击后，进⼊展⽰详情。

消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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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读回执详情

已读 群成员 未读 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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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读 群成员 未读 群成员

控制消息已读回执

在 TIMUIKitChat 的配置参数  config  中，提供了⼀系列“消息已读回执”功能开关，具体如下代码说明。对于

Boolean 类型的配置开关，默认值均为  true 。

TIMUIKitChat( 

config: TIMUIKitChatConfig( 

isShowReadingStatus: true 或 false, // 【单聊】是否展⽰单聊消息已读回执 

isShowGroupReadingStatus: true 或 false, // 【群聊】是否展⽰群聊消息已读回执 

isReportGroupReadingStatus: true 或 false, // 【群聊】是否上报群聊消息已读回执 

groupReadReceiptPermissionList: [ 

GroupReceiptAllowType.work, 

GroupReceiptAllowType.meeting, 

GroupReceiptAllowType.public 

], // 【群聊】哪些类型的群，需要展⽰群聊消息已读回执 

// ... 其他 config 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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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 TIMUIKitChat 参数 

) 

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接⼊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如下⽅式联系我们。

Telegram Group
WhatsApp Group

https://t.me/+1doS9AUBmndhNGNl
https://chat.whatsapp.com/Gfbxk7rQBqc8Rz4pzzP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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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TUIKit 从 v0.1.3 版本开始 ，⽀持表情回应功能。

“表情回应”功能采⽤消息编辑能⼒实现。

效果展⽰

发送表情回应

开启表情回应能⼒后，⻓按消息菜单中，靠近消息本⾝的⽅向，会多⼀条表情选择区。该区域⽀持点击“加号”扩⼤，

展⽰更多表情。

⻓按消息菜单 更多表情

表情回应

Flutt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29 1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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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消息菜单 更多表情

展⽰表情回应

⼀条消息收到的所有回应表情，都会展⽰在这条消息的下⽅，会话中所有成员均可看到。

在消息下⽅，回应表情后⾯会显⽰该表情的发送⼈姓名，点击姓名可以触发  onTapAvatar  回调，以查看其

Profile。

点击展⽰中表情，可以⽅便快捷回应同样的表情，或取消该表情。

当发送同⼀个回应表情⼈数过多被省略时，点击最后的“...共xx⼈”，可查看完整的回应成员名单。

表情回应消息展⽰ 完整回应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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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回应消息展⽰ 完整回应成员名单

控制表情回应

在 TIMUIKitChat 的配置参数  config  中，提供了“表情回应”功能开关 isUseMessageReaction , 其类型为

boolean，默认为  true  。

TIMUIKitChat( 

config: TIMUIKitChatConfig( 

isUseMessageReaction: true 或 false, 

// ... 其他 config 配置 

), 

// ... 其他 TIMUIKitChat 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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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接⼊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如下⽅式联系我们。

Telegram Group

WhatsApp Group

https://t.me/+1doS9AUBmndhNGNl
https://chat.whatsapp.com/Gfbxk7rQBqc8Rz4pzzP27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