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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7.0.3754 增
强版本发布

所有消息类型都可⽀持 @ 群成员
⽀持按照会话的 filter 获取未读总数
普通群和直播群⽀持群计数器 meta counter
⽀持⽂本消息翻译

社群⽀持群⾃定义属性

离线推送⽀持华为的 category 和⼩⽶的
channel ID 设置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 更新⽇志

2023-01-06 终端 SDK 下载

云端审核功能上线

云端审核功能，在服务端检测由单聊、群聊、

资料场景中产⽣的⽂本、图⽚、⾳频、视频内

容，⽀持针对不同场景的不同内容分别配置审

核策略，并对识别出的不安全内容进⾏拦截。

2023-01-04

2022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本地审核功能上线

本地审核功能，全称“客户端本地⽂本审核”，
通过在客户端本地完成敏感词的拦截或者替

换，实现过滤敏感词的效果。可⽤于拦截/替换
在发送⽂本消息、修改昵称/备注/群公告等操
作中产⽣的、不希望被发送的⽂本敏感词。

2022-12-07

2022年1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6.9.3557 增 修复 Android 从消息中获取 2022-11-29 终端 SDK 下载

动态与公告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3 16:30:3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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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版本发布 V2TIMOfflinePushInfo 内容偶现的崩溃问题
修复 Android 增强版 pro 偶现的崩溃
完善 C 接⼝ TIMConvGetConvList 返回的
json 数据内容
发布全新的简约版主题，更加符合国际化

App 的⻛格

SDK 6.8.3374 增
强版本发布

⽀持客户端本地⽂本审核

发布 Swift 版本 SDK
⽀持普通群的群属性功能

优化普通群有⼈进出后，群成员⼈数的更新

逻辑

修复单独设置好友⾃定义字段不会下发通知

的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11-14 终端 SDK 下载

2022年09⽉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6.7.3184 增
强版本发布

⽀持消息扩展

⽀持信令编辑

iOS 离线推送⽀持 VoIP
Android 离线推送⽀持荣耀⼿机
接⼊层增加备份域名

修复特殊⽹络环境下，⽆法执⾏登录、登出

回调的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9-29 终端 SDK 下载

2022年08⽉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6.6.3002 增
强版本发布

⽀持直播群标记群成员

⽀持直播群踢⼈

修复 Android 话题更新回调偶现的崩溃问题
修复加群选项变更的通知枚举值不正确的问

题

修复话题设置⾃定义字段之后没有收到

onTopicInfoChanged 监听回调的问题
优化 Android 多次获取⽹络 IP 的问题

2022-08-18 终端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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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SDK 2.22.0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持 uni-app 打包到 native app 使⽤离线推
送，请参⻅ registerPlugin。 
⽀持获取直播群在线成员列表，请参⻅

getGroupMemberList （需开通旗舰版）。 
⽀持直播群封禁成员，请参⻅

deleteGroupMember（需开通旗舰版）。 
setConversationCustomData 设置会话⾃定

义数据。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8-18 Web SDK下载

SDK 2.21.1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resendMessage， 可能导致的消息重复问
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8-03 Web SDK下载

2022年07⽉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6.5.2816 增
强版本发布

优化印度站选路策略

优化富媒体消息上传/下载进度回调
优化 Android 端获取设备进程信息的合规问
题

修复连续创建话题 crash 的问题
修复 Windows 发包偶现 crash 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v7a 架构下拉⿊好友，再次添
加被拉⿊好友 crash 的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7-29 终端 SDK 下载

SDK 2.21.0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setSelfStatus，设置⾃⼰的⾃定义状态
getUserStatus，查询⽤户状态
subscribeUserStatus，订阅⽤户状态
unsubscribeUserStatus，取消订阅⽤户状

态

setMessageRemindType ⽀持群消息和话题
消息的免打扰设置多端、多实例同步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7-28 Web SDK下载

SDK 6.5.2803 增
强版本发布

新增 会话标记 ⽀持
新增 会话分组 ⽀持
新增会话⾃定义字段⽀持

新增 拉取会话⾼级接⼝
⽀持接收直播群⼴播消息

2022-07-15 终端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registerPlugin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getGroupMemberList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deleteGroupMember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etConversationCustomData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resendMessag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etSelfStatus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getUserStatus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ubscribeUserStatus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unsubscribeUserStatus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etMessageRemindTyp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885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88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75366#.E8.8E.B7.E5.8F.96.E4.BC.9A.E8.AF.9D.E5.88.97.E8.A1.A8.E9.AB.98.E7.BA.A7.E6.8E.A5.E5.8F.A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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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加群选项变更的通知下发

⽀持群消息接收选项变更的多端同步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年06⽉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6.3.2619 增
强版本发布

修复获取话题列表偶现的崩溃问题

修复删除话题后，获取会话列表异常问题
2022-06-29 终端 SDK 下载

SDK 2.20.1 版本发
布（ Web 端）

退出/被踢出⾮直播群，或⾮直播群被解
散，只删除群组记录，不删除对应的群会话，

体验对⻬ native
deleteMessage 不⽀持删除群系统通知，并

给出具体错误信息。

私有化部署的富媒体消息⽀持 HTTP 协议
修复C2C 会话 lastMessage 被异常更新问

题

2022-06-27 Web SDK下载

SDK 6.3.2609 增
强版本发布

新增在线状态及⾃定义状态

直播群⽀持拉取群成员列表，最⼤⽀持1000
⼈

话题⽀持 at all 消息
修复跨平台版本 sql 执⾏错误问题
跨平台 SDK 增加社群话题相关接⼝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6-16 终端 SDK 下载

SDK 2.20.0 版本发
布（Web 端）

modifyMessage，⽀持消息变更
getMessageListHopping，⽀持根据指定的
消息 sequence 或消息时间拉取会话的消息
列表

⽀持针对单条或多条 C2C 消息发送已读回
执（需开通旗舰版）

C2C 会话 lastMessage 新增字段
isPeerRead，⽤于标识对端是否已读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6-09 Web SDK下载

2022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deleteMessag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modifyMessage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getMessageListHopping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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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2.19.0 版本发
布（Web 端）

⽀持 社群（Community）下创建话题
（Topic），⽀持互动性更强的场景
getJoinedCommunityList 获取⽀持话题的社
群列表

createTopicInCommunity 创建话题
deleteTopicFromCommunity 删除话题
updateTopicProfile 设置话题资料
getTopicList 获取话题列表
Topic 社群话题对象，⽤于描述话题具有的
属性，如名称、公告、简介、未读数等信息

事件 TIM.EVENT.TOPIC_CREATED 创建
话题时触发

事件 TIM.EVENT.TOPIC_DELETED 删除话
题时触发

事件 TIM.EVENT.TOPIC_UPDATED 话题
资料更新时触发

2022-05-07 Web SDK下载

2022年04⽉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6.2.2363 增
强版本发布

新增社群话题功能

新增消息编辑接⼝

⽀持 C2C 消息已读回执
优化国际站的联⽹质量

修复消息已读后，卸载重装再拉取该消息，

已读状态为未读的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4-29 终端 SDK 下载

SDK 2.18.2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优化直播群使⽤体验

修复部分场景下统计不准确的问题

修复调⽤接⼝

getGroupMessageReadMemberList 返回结
果不准确的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4-22 Web SDK下载

Flutter SDK 3.9.3 修复群禁⾔群 tips boolValue 丢失问题
⽬前群信息变更回调返回的数据为

key(string)-value(string) 形式，新增
key(string)-boolValue(bool) 形式

修复会话实例少解析了 nameCard 字段问题
新增群已读回执相关接⼝

sendMessageReadReceptes 发送群消息
已读回执

2022-04-20 框架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getJoinedCommunityList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createTopicInCommunity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deleteTopicFromCommunity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updateTopicProfile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getTopicList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Topic.html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module-EVENT.html#.TOPIC_CREATED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module-EVENT.html#.TOPIC_DELETED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module-EVENT.html#.TOPIC_UPDATED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getGroupMessageReadMemberList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comm.qq.com/en_doc_site/flutter/api/manager_v2_tim_message_manager/V2TIMMessageManager/sendMessageReadReceipts.html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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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MessageReadReceptes 获取⾃⼰发
送消息的已读回执

getgroupMessageReadMemeberList 获
取⾃⼰发送的群消息已读（未读）群成员

列表

Flutter for Web 完善

SDK 2.18.0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新增 sendMessageReadReceipt 发送群消
息已读回执

新增 getMessageReadReceiptList 拉取群消
息已读回执列表

新增 getGroupMessageReadMemberList 拉
取群消息已读（或未读）群成员列表

新增 findMessage 根据 messageID 查询会
话的本地消息。 新增消息被撤回后，会话未
读数的变更体验对⻬ NativeIM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4-08 Web SDK下载

SDK 6.1.2166 增
强版本发布

修复搜索本地消息 senderUserIDList 传⼊两
个及以上时，搜索不到数据的问题

修复 rest api ⼀次性撤回多条消息，Android
sdk 只回调了⼀条的问题
Windows 修复⼀键清除未读偶现崩溃问题
发布国际版体验 Demo
Demo 离线推送切回⼚商通道
Demo ⼿机号码登录切换到 aPaas
修复⾳视频通话多端同步的问题

2022-04-02 终端 SDK 下载

2022年03⽉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Flutter SDK 3.9.1 升级底层库版本到6.1.2155 2022-03-24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9.0 修改 grouplistener 2022-03-22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8.9 监听注册问题修复 2022-03-18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8.4 更新 interface 2022-03-14 框架 SDK 下载

SDK 6.1.2155 增
强版本发布

⽀持群消息已读回执 （iOS ⽂档、Android
⽂档）

Android 离线推送⽀持设置声⾳提⽰
移动端 SDK 提供设置⽹络代理的接⼝

2022-03-18 终端 SDK 下载

https://comm.qq.com/en_doc_site/flutter/api/manager_v2_tim_message_manager/V2TIMMessageManager/getMessageReadReceipts.html
https://comm.qq.com/en_doc_site/flutter/api/manager_v2_tim_message_manager/V2TIMMessageManager/getGroupMessageReadMemberList.html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sendMessageReadReceipt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getMessageReadReceiptList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getGroupMessageReadMemberList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en/SDK.html#findMessag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6360#.E7.BE.A4.E6.B6.88.E6.81.AF.E5.B7.B2.E8.AF.BB.E5.9B.9E.E6.89.A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6359#.E7.BE.A4.E6.B6.88.E6.81.AF.E5.B7.B2.E8.AF.BB.E5.9B.9E.E6.89.A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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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平台补⻬离线推送接⼝
⽀持登录后⾃动同步群内信令消息

修改收到好友⾃定义字段变更通知后，⽆法

获取完整⾃定义字段的问题

修改弱⽹下拉取会话列表偶现消息免打扰标

志返回错误的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Flutter SDK 3.8.4 更新 interface 2022-03-14 框架 SDK 下载

SDK 2.17.0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持 社群
最近联系⼈ `Conversation.lastMessage` ⽀
持群提⽰消息

`Message.payload.memberList` ⽀持获取加
⼊群或者退出群的群成员的昵称、头像等信

息

发送图⽚消息⽀持 webp 格式的图⽚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3-02 Web SDK下载

Flutter SDK 3.8.3 根据环境切换 token 编码 2022-03-01 框架 SDK 下载

2022年0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Flutter SDK 3.8.2 更新群成员参数约束 2022-02-21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8.0 升级底层 interface 依赖 2022-02-17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7.8 修复强解包带来的异常 2022-02-15 框架 SDK 下载

SDK 2.16.3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修复 Windows 微信访问⼩程序和 uni-app
打包 Android app（部分设备）后遇到的⽆
法登录的问题

2022-02-11 Web SDK下载

SDK 2.16.2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新增⽀持 uni-app 打包 native app 后发送⽂
件消息

⽀持印度国际站

修复部分 emoji 表情渲染问题

2022-02-10 Web SDK下载

Flutter SDK 3.7.7

修复 Swift 代码 warning
重写 Swift 强解包代码
sendMessage 接⼝返回的 message 实例增

加id字段

2022-02-10 框架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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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6.0.1992 增
强版本发布

修复向已解散或不存在的群连续发送两次消

息偶现 crash 问题
2022-02-09 终端 SDK 下载

2022年0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TUIKit 6.0.1992 增
强版本发布

新增⽪肤设置能⼒

新增语⾔设置能⼒

群资料卡新增群管理功能

⽂件消息增加上传下载动画

浏览历史消息时，增加“收到 X 条新消息”的
⼩⾆头跳转

浏览历史消息时，增加“回到最新位置”的⼩
⾆头跳转

增加⼀键跳转到群 @ 消息的⼩⾆头跳转
优化会话列表最后⼀条消息的展⽰样式

⽂本消息增加选中状态

优化 A2、D2 错误提⽰描述
iOS 15系统 UI 适配

2022-01-25 终端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7.5 升级底层库到6.0.1975
离线推送配置⽀持 TPNS TOKEN

2022-01-23 框架 SDK 下载

SDK 6.0.1975 增
强版本发布

发布全平台 C++ 接⼝版 SDK
离线推送⽀持接⼊ TPNS 通道
增加个⼈资料⾃定义字段的变更通知

修复获取好友备注偶现为空的问题

优化⽹络类型⽇志打印

iOS 版本消息对象补⻬消息优先级 priority
字段

修复 C 接⼝版本插⼊本地消息的回调没有返
回完整消息对象的问题

官⽅ TUIKit 开源 Demo 的离线推送切换到
TPNS 通道

2022-01-14 终端 SDK 下载

SDK 2.16.1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新增⽀持⽀付宝⼩程序发送 .image 后缀的
图⽚

新增删除会话 deleteConversation 同时删除
历史消息

修复下⾏⽂件消息 `fileName` 为空字符串导
致的错误

修复群属性接⼝调⽤时序引起的问题

2022-01-14 Web SDK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deleteConversation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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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uni-app 打包到百度⼩程序等平台，遇
到的 `__wxConfig is not defined` 问题

Unity SDK 1.6.4 SDK ⽀持 package manager 引⼊
增加 iOS 编译后依赖添加

2022-01-13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7.1
消息发送进度事件返回创建消息的 id
优化回调部分，提⽰业务⽅回调的错误在

SDK 中被 catch 需业务⽅修改
2022-01-12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7.0 优化 cloudCustomData 解包 2022-01-10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9 回复消息参数优化 2022-01-06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8 回复消息接⼝优化 2022-01-06 框架 SDK 下载

SDK 2.16.0 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新增 setMessageRemindType，⽀持设置
C2C 会话消息免打扰
新增 setAllMessageRead，⽀持⼀键清空所

有会话未读

新增 sendMessage，⽀持发送不计⼊会话
未读和不更新会话 `lastMessage` 的消息
新增⽀持直播群新成员查看⼊群前历史消息

（需开通旗舰版）

变更SDK 使⽤ 严格模式
变更会话列表过滤掉与被删除的帐号的会话

变更优化漫游消息的 `nick` 和 `avatar` 的更
新时机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2-01-05 Web SDK下载

Flutter SDK 3.6.7 iOS 编译环境从8.0升到9.0 2022-01-05 框架 SDK 下载

2021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9.1886 增
强版本发布

修复登录同步 C2C 未读消息后回调的未读
消息不全的问题

修复拉取本地消息返回不全的问题

Linux 平台，解决 HTTPS 请求报错的问题
C 接⼝版本，解决查询不到好友⾃定义字段
的问题

优化⽹络层的错误码描述

TUIKit 图⽚视频消息展⽰⽀持左右滑动查看
TUIKit 撤回消息⽀持重新编辑

2021-12-31 终端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etMessageRemindType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etAllMessageRead
https://web.sdk.qcloud.com/im/doc/zh-cn/SDK.html#sendMessage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zh-CN/docs/Web/JavaScript/Reference/Strict_mod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web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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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Flutter SDK 3.6.6 添加消息回复接⼝

修复 Web 端 release mode 下报错问题
2021-12-30 框架 SDK 下载

Unity SDK 1.6.0

切换底层跨平台 c 接⼝
⽀持平台：Windows、macOS、Android、

iOS，且四端接⼝统⼀
注意1.6.0与以往版本不兼容

2021-12-21 终端 SDK 下载

SDK 5.9.1872 增
强版本发布

⽀持发送群内定向消息

⽀持 cos 下载鉴权
⻓连接加密通道增加 AES ⽀持
连⽹逻辑增加接⼊点防孤岛的⽀持

cos ⽂件上传下载并发数⽀持后台配置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1-12-20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5 修复 java 语法错误 2021-12-17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4
修复 Android 异步注册事件⽆返回 bug
修复移除基础监听事件报错

消息进度事件增加发送中的消息的 uuid
2021-12-17 框架 SDK 下载

SDK 5.8.1696 增
强版本发布

修复本地包含解散的群会话或退出的群会话

未读数时，⼀键清空未读消息出现失败的问

题

TUIKit 新增消息回复功能的⽀持
TUIKit 更换默认⽪肤，优化界⾯逻辑
iOS 修复资源⽂件偶现加载失败的问题

2021-12-10 终端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3

addFriend 接⼝优化: addType 由 int 变更为
FriendTypeEnum

acceptFriendApplication 接⼝优化:
acceptType 由 int 变更为
FriendResponseTypeEnum

getHistoryMessageList 接⼝优化: type 由 int
变更为 HistoryMsgGetTypeEnum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1-12-9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2 修复移除⾼级消息未传 uuid 2021-12-09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1 修复⽂件进度事件丢失 2021-12-08 框架 SDK 下载

Flutter SDK 3.6.0 各个模块⽀持 listener 多次注册，多次回调
新增 api markAllMessageAsRead 设置全部

会话已读

新增组合消息解析

2021-12-01 框架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591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open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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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native 版本⾄5.8.1668

2021年1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8.1672 增
强版本发布

优化设备信息获取逻辑，满⾜合规要求

修复⼀键清空未读数功能在某些条件下的崩溃问题
2021-11-30 SDK 下载

SDK 5.8.1668 增
强版本发布

新增⼀键清空所有会话未读消息的能⼒

新增 Community 社群的⽀持，社群最多⽀持 10万
⼈；需开通旗舰版套餐包

加⼊ AVChatRoom 直播群时，⽀持返回进群前 20
条消息；需开通旗舰版套餐包

获取会话未读总数⾃动剔除掉消息接收选项为“接
收不提醒”和“不接收消息”的会话
⻓连接加密通道新增国密的⽀持

修复拉取群历史消息时，偶现结束标记判断错误的

问题

修复从基础版覆盖升级到增强版时，之前加⼊的直

播群会有未读数的问题

修复对特殊格式帐号设置已读上报出现失败的问题

修复私有化环境下频繁断⽹重连时，偶现连接的服

务器不正确的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1-11-19 SDK 下载

2021年09⽉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7.1435 增
强版本发布

修复群资料⾃定义字段修改后本地数据未及时更新

问题

修复置顶会话过多时的同步问题

修复 Android 端超时的信令没有带邀请时填写的⾃
定义数据问题

修复拉取⾮好友资料时，由于⽹络请求失败导致使

⽤空资料覆盖本地资料问题

修复退群之后，重新加群，会拉到之前的消息历史

记录问题

修复删除好友后 onFriendListDeleted 回调⼆次的问
题

2021-09-30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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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会话最后⼀条消息好友备注为空的问题

修复 IM SDK 初始化后，未登录时，调⽤
getConversationList ⽆回调问题
修复断⽹后在群会话发送失败消息，恢复⽹络后该

会话接收⾸条消息没有未读数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SDK 5.1.66 基础版
本发布

去掉 WiFi 信息的获取 2021-09-22 SDK 下载

SDK 5.6.1202 增
强版本发布

修复退群再加⼊同⼀个群后，会把退群期间没有接

收到的消息也计⼊会话未读数的问题

修复⽆法删除由于被禁⾔导致发送失败的群消息问

题

修复拉取历史消息时偶现把消息发送者的昵称和头

像恢复为旧数据的问题

会议群可以配置是否⽀持未读数

新加坡、韩国、德国三地国际站⽀持接⼊加速

修复接收到的图⽚消息偶现图⽚格式错误的问题

修复 Windows 平台发送视频消息时偶现缩略图发
送失败的问题

优化普通群消息接收成功率数据上报

修复直播群设置群成员禁⾔后，获取群成员资料拿

到的禁⾔时间为 0 的问题

2021-09-10 SDK 下载

2021年08⽉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6.1200 增
强版本发布

优化登录耗时

⽀持新加坡、韩国、德国国际站

⽀持商业化 Http DNS
优化群属性逻辑，解决多端同时修改群属性时的并

发问题

优化消息数据库查询速度

优化连⽹策略

优化图⽚、视频、语⾳消息搜索

优化获取会话列表 getConversationList 耗时⻓的问
题

直播群不做已读上报

统⼀登录错误码

好友搜索回调参数由 V2TIMFriendInfo 修改为
V2TIMFriendInfoResult，⽅便根据 relationType 判
断好友关系

2021-08-31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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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对象增加获取离线推送配置的接⼝

修复更新个⼈资料偶现的数据库崩溃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1年07⽉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5.897 增强
版本发布

修复数据上报偶现崩溃问题

去掉获取运营商名称的调⽤

getSimOperatorName()
2021-07-29 SDK 下载

SDK 5.1.65 基础版
本发布

去掉获取运营商名称的调⽤

getSimOperatorName()
2021-07-29 SDK 下载

SDK 5.5.892 增强
版本发布

消息搜索⽀持多个关键字按照“与”或者“或”的关系
进⾏搜索

消息搜索⽀持设定消息发送者账号进⾏搜索

拉取历史消息⽀持设定时间范围

拉取群的历史消息⽀持按照 sequence 进⾏拉取
新增消息被第三⽅回调修改后的通知

群资料新增获取最多允许加⼊的群成员数量的接⼝

会话对象新增 orderKey 排序字段，⽅便 App 层对
没有最后⼀条消息的会话进⾏排序

优化直播群消息接收时延，后台预先完成账号转换

升级连⽹调度协议，优化海外连⽹耗时

优化会话列表拉取逻辑

优化群成员列表拉取逻辑，开启本地缓存

修复“⽇志级别低于 Debug 时不触发⽇志回调”的问
题

修复“获取群成员资料时没有好友备注”的问题
修复“获取加⼊的群列表中包含待群主审批的群”的
问题

修复线上反馈的稳定性问题

2021-07-14 SDK 下载

2021年06⽉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4.666 增强
版本发布

原有精简版 SDK 改名为增强版 SDK 2021-06-03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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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消息搜索、群搜索、好友搜索（仅旗舰版⽀

持）

发送消息时新增参数⽀持，⽤于设置是否更新会话

的最后⼀条消息

⽀持清空会话的漫游消息并保留会话

相同平台下⽀持多个终端同时登录（仅旗舰版⽀

持）

优化连⽹登录耗时

优化数据上报

优化离线推送逻辑，⽀持全局关闭消息离线推送

优化离线推送逻辑，VIVO ⼿机离线推送⽀持设置
消息分类 classification 字段
修复C2C 会话未读数偶现不准确的问题
优化历史消息拉取速度

消息多 Element ⽀持添加表情和位置消息
修复离线期间修改群昵称，重新登录后对应会话的

昵称更新不及时的问题

修复对 C2C 会话做已读上报偶现 20005 错误码的
问题

2021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3.435 精简
版本发布

增加删除会话漫游消息的接⼝。

修复部分安卓⼿机⻓连接连⽹收不到⽹络状态变化

通知的问题。

优化好友资料拉取逻辑，针对陌⽣⼈请求好友资料

时，避免每⼀次都请求后台。

修复解散群保留会话的场景下，获取不到群资料和

会话历史消息的问题。

修复获取会话列表接⼝出现会话顺序错乱的问题。

新增获取会话未读总数的接⼝。

获取会话未读总数时过滤掉设置了免打扰的群会

话。

修复 iOS 平台 HTTP 请求偶现 Crash 的问题。

2021-05-20 SDK 下载

SDK 5.1.62 标准版
本发布

修复已知问题。 2021-05-20 SDK 下载

2021年0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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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3.425 精简
版本发布

⽀持设置会话置顶。

⽀持设置单聊消息免打扰。

⽀持发送不计⼊未读的消息。

⽀持在没有⽹络登录失败的情况下获取本地会话和

消息数据。

iOS 版本新增 xcframework ( ⽀持 Mac Catalyst)。
新增获取会话未读总数的接⼝。

个⼈资料补⻬ birthday 字段。
修复其他成员撤回群 @ 消息后，被 @ 成员对应会
话仍然包含群 @ 提醒的问题。
修复部分安卓⼿机⻓连接初始连⽹成功后会出现⼀

次断⽹重连的问题。

修复 iOS 版本创建群不⽀持设置⾃定义字段的问
题。

修复特殊帐号⽤户 findMessage 查询不到本地消息
的问题。

2021-04-19 SDK 下载

SDK 5.2.212 精简
版本发布

iOS : 优化 SDK 因使⽤ IDFA 相关关键字可能导致
上架 App Store 被拒的问题。

2021-04-06 SDK 下载

SDK 5.1.60 标准版
本发布

iOS : 优化 SDK 因使⽤ IDFA 相关关键字可能导致
上架 App Store 被拒的问题。

2021-04-06 SDK 下载

2021年03⽉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2.210 精简
版本发布

⽀持消息合并转发的能⼒。

⻓连接连⽹逻辑优化，重点提升海外连⽹质量。

细化登录错误码，对登录时⽹络是否正常进⾏区

分。

cos 上传逻辑优化，提升富媒体消息发送体验。
增加获取历史消息的⾼级接⼝。

增加批量获取会话的接⼝。

增加批量检查好友关系的接⼝。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1-03-12 SDK 下载

SDK 5.1.56 标准版
本发布

修复 Windows SDK 抛新消息回调时，可能会出现
客户线程阻塞 SDK 逻辑线程的问题。
Android SDK 替换新的⽇志组件，提升稳定性。
优化⽹络⻓连接逻辑，重点提升海外连⽹质量。

优化数据上报，细化⽹络超时相关的错误码。

2021-03-03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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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 iOS SDK 提取⽇志偶现失败的问题。
修复若⼲稳定性问题。

2021年0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1.138 精简
版本发布

优化⽇志。

完善⻓连接连⽹策略，优化海外连⽹质量。

修复同⼀秒内收发多条 C2C 消息，偶现会话的最
后⼀条消息不准确的问题。

修复查询会话列表偶现没有回调的问题。

修复发送 C2C 消息偶现消息序号不准确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平台下发送⼤于 24MB 视频时，上传
进度偶现负数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平台下发送消息偶现 crash 的问题。

2021-02-05 SDK 下载

SDK 5.1.50 标准版
本发布

V2 消息对象补⻬ random 字段。
会话 lastMsg ⽀持撤回消息。
优化 getMessage 获取的最后⼀条消息状态偶现异
常的问题。

优化收到消息后频繁拉取⽤户资料导致消息延迟的

问题。

优化删除账号可能导致拉取群成员列表失败的问

题。

优化 insertLocalMessage 之后调⽤ findMessage 可
能查不到消息的问题。

优化删除会话会回调会话更新的问题。

Android 优化群历史消息昵称更新不及时的问题。
iOS 优化数据库稳定性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1-02-05 SDK 下载

SDK 5.1.137 精简
版本发布

修复使⽤多台 iOS 设备或者使⽤多台 Android 设
备，反复登录同⼀个账号后，偶现登录接⼝没有回

调的问题。

修复低配 Android 机型获取⽇志路径偶现 crash 的
问题。

2021-01-29 SDK 下载

SDK 5.1.136 精简
版本发布

V2 API 添加回调⽇志的接⼝。
修复群 @ 消息中被 @ ⽤户 UserID 为空的问题。
修复偶现收取不到直播群消息的问题。

修复⽹络频繁重连偶现登录状态不对的问题。

修复离线被踢后重新登录偶现失败的问题。

修复 DNS 域名解析偶现 crash 的问题。

2021-01-27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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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5.1.132 精简
版本发布

⽹络模块⽀持过载保护。

修复标准版升级精简版，偶现部分会话丢失的问

题。

修复登录信息过期收不到 onUserSigExpired 回调
的问题。

修复群成员被踢出群后，接着重新进群，再次收到

onMemberKicked 回调。

2021-01-22 SDK 下载

SDK 5.1.131 精简
版本发布

增加单条消息转发的接⼝。

优化直播群消息接收逻辑，直播群接收消息时不再

查询消息发送者的昵称和头像。

修复删除会话的最后⼀条消息时，没有抛会话更新

的问题。

修复登录完成之后，做 C2C 消息同步时，偶现
C2C 会话的未读数被清零的问题。
修复离线再上线之后，做同步会话列表时，没有更

新会话最后⼀条消息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平台下设置⾃定义消息的 description
字段，设置个⼈资料的 level 和 role 字段不能⽣效
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平台下反初始化时偶现 crash 问题。

2021-01-19 SDK 下载

SDK 5.1.21 标准版
本发布

完善国际化⽀持，清理英⽂语⾔版本下部分字符串

仍然显⽰为中⽂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平台带 extension 扩展字段的⾃定义
消息发送失败的问题。

2021-01-15 SDK 下载

SDK 5.1.129 精简
版本发布

修复获取会话列表时，没有会话更新，也触发会话

更新回调的问题。

修复清空会话所有消息时，没有把对应会话的最后

⼀条消息置空的问题。

修复 iOS 平台下 getSignallingInfo ⽅法传⼊⾮信令
消息返回的不是 nil 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平台下偶现 JNI 局部引⽤表超限导致
的 crash 问题。

2021-01-13 SDK 下载

SDK 5.1.125 精简
版本发布

V2 API 消息对象增加 random 字段。
V2 API ⾃定义消息增加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和扩
展信息 extension 字段。
V2 API ⽤户资料对象新增⽤户⾓⾊ role 和⽤户等
级 level 字段。
修复从 4.8.1 以下（不包含）版本升级到精简版
时，遇到的数据库兼容性问题。

修复⾃⼰主动发送的消息，偶现还能收到这条消息

回调的问题。

2021-01-08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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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当⾃⼰没有加⼊任何群组时，获取加⼊的群列

表没有回调的问题。

修复设置群消息接收选项时，没有会话更新回调的

问题。

修复会话同步逻辑偶现没有结束回调的问题。

修复会话同步逻辑偶现 crash 的问题 。

SDK 5.1.20 标准版
本发布

V2 ⾃定义消息补⻬ desc 和 ext 字段。
V2 ⽤户资料接⼝补⻬ role 和 level 字段。
V2 接⼝优化⽆论登录成功与否，都可以获取本地
会话列表数据以及本地历史消息数据。

V2 增加 getHistoryMessageList 接⼝，⽀持获取云
端或本地消息以及向前向后拉取。

优化 C2C 消息获取头像问题。
优化富媒体消息⽂件上传的安全性问题及续期问

题。

修复发送的富媒体消息的本地路径为空的问题。

修复向群内插⼊⼀条本地消息，退出重新登录后该

会话的 lastMessage 显⽰为上⼀条消息问题。
修复向群内插⼊⼀条本地消息，退出重新登录后该

会话的 lastMessage 显⽰为上⼀条消息问题。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1-01-08 SDK 下载

2020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1.123 精简
版本发布

修复 Android 版本收不到 RESTAPI 下发的群⾃定
义系统消息的问题。

优化消息 random 字段的⽣成⽅法。
优化⽇志打印⽅便定位问题。

修复⽹络模块偶现 crash 的问题。

2020-12-31 SDK 下载

SDK 5.1.122 精简
版本发布

修复设置会话草稿可能没有回调的问题。

修复 findMessage 查找消息时，没有补全消息发送
者信息的问题。

修复插⼊本地消息后通过 findMessage 查找消息可
能失败的问题。

修复设置群消息接收选项时没有更新会话对象的问

题。

修复个⼈昵称头像或群昵称头像变更时，没有抛会

话变更通知的问题。

修复插⼊本地消息时，没有更新对应会话最后⼀条

消息的问题。

2020-12-25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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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料更新周期开启云端控制。

修复 iOS 平台下字典和数组操作不当引发的偶现
Crash。
修复 Android 平台下删除消息偶现 Crash 的问题。

SDK 5.1.121 精简
版本发布

优化群资料拉取逻辑，直播群不⽤拉取⾃⼰的群成

员信息。

完善⽇志打印，补⻬设备类型字段。

解决 C2C 会话⾥收到消息撤回通知时，没有更新
对应会话最后⼀条消息状态的问题。

修复直播群⻓轮询消息延时过⼤的问题。

修复相同账号重复登录后再加⼊同⼀个直播群，消

息⻓轮询模块没有更新消息拉取 key 的问题。
修复 iOS 平台消息⾃定义字段传⼊ json 数组时，
接收端信令模块解析出现 Crash 的问题。
修复 Android 平台设置会话草稿偶现 Crash 的问
题。

2020-12-18 SDK 下载

SDK 5.1.118 精简
版本发布

优化消息去重逻辑，修复同⼀条消息可能会回调多

次的问题。

增加向本地插⼊ C2C 消息的接⼝。
修复删除和撤回群的未读消息时，群未读计数不会

减⼩的问题。

修复发送失败的消息不能删除的问题。

修复删除群会话时，如果已经退群或者对应的群已

经解散，会回调删除失败的问题。

修复设置群消息已读上报时，如果已经退群或者对

应的群已经解散，会回调设置失败的问题。

修复个⼈资料设置签名失败的问题。

修复添加好友⿊名单偶现崩溃的问题。

修复发送消息没有同步返回消息 ID 的问题。

2020-12-11 SDK 下载

SDK 5.1.115 精简
版本发布

优化信令超时时间与服务器时间同步。

修复弱⽹下建连偶现失败的问题。

iOS 完善 API 头⽂件。
Android JSON 替换 Gson 修复崩溃问题。

2020-12-04 SDK 下载

SDK 5.1.10 标准版
本发布

V2 API 增加群⾃定义字段和消息多 Element ⽀持。
V2 API 增加向本地插⼊ C2C 消息的接⼝。
优化普通群和直播群丢消息问题。

修复发送失败的消息⽆法删除的问题。

修复 C2C 会话⾥，发送的第⼀消息是在线消息的
情况下，收不到已读回执的问题。

修复已经撤回的消息，通过拉历史消息的接⼝返回

后，消息状态不正确的问题。

2020-12-04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3 共39⻚

修复 IOS 平台获取好友分组的接⼝传⼊空分组名
时，不能返回所有分组信息的问题。

修复稳定性问题。

SDK 5.1.111 精简
版本发布

完善⽇志打印。

修复若⼲稳定性问题。
2020-12-01 SDK 下载

2020年1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1.110 精简
版本发布

补⻬ V2 API 的所有接⼝。
补⻬会话功能。

补⻬关系链功能。

增加群@功能。
iOS ⽀持 iPhone 和 iPad 同时在线。
发送消息⽀持多 Element。
群资料补⻬⾃定义字段。

修复若⼲稳定性问题。

2020-11-26 SDK 下载

SDK 5.1.2 标准版
本发布

iOS ⽀持 iPhone 和 iPad 同时在线。
Mac ⽀持 arm64 架构。
修复android版本稳定性问题。
替换为标准TRTC依赖包。

2020-11-12 SDK 下载

SDK 5.1.1 标准版
本发布

增加获取 AVChatRoom 直播群在线⼈数的接⼝。
增加根据消息唯⼀ ID 查询消息的接⼝。
增加获取服务器校准时间戳的接⼝。

优化登录速度。

群成员@⽀持  @所有⼈ 。

TUIKit 组件国际化⽀持。
群直播增加直播⼩窗的⽀持。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 更新⽇志。

2020-11-05 SDK 下载

2020年10⽉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0.108 精简
版本发布

修复 iOS 版本稳定性问题。
修复 Android 版本偶现消息不回调问题。

2020-10-23 SDK 下载

SDK 5.0.10 标准版 优化信令接⼝，⽀持设置在线消息 onlineUserOnly 2020-10-15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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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布 和离线推送信息 offlinePushInfo 参数。
优化获取单个会话接⼝的异步回调。

会话增加获取群类型接⼝，⽅便会话列表展⽰过

滤。

新增群直播功能，连⻨、送礼、美颜、变声等功能

⼀应俱全。

新增直播⼤厅，⽀持连⻨、PK、点赞、送礼、美
颜、弹幕、好友关注等。

优化语⾳视频信令识别问题。

2020年09⽉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5.0.106 版本
发布（Android &
iOS 精简版）

修复已知稳定性问题。 2020-09-21 SDK 下载

SDK 5.0.6 标准版
本发布

增加群@功能。
iOS 和 Android 新增接⼝ deleteMessages，会同时
删除本地及漫游消息。

接⼝ deleteConversation 在删除会话的同时会删除
本地及漫游消息。

API2.0 接⼝补充了⽤户资料、好友资料、群成员资
料的⾃定义字段的设置和获取接⼝。

更多更新内容请参考 更新⽇志。

2020-09-18 SDK 下载

SDK 5.0.102 版本
发布（Android &
iOS 精简版）

发布 Android & iOS 精简版 SDK。
精简版 SDK 在原有标准版的基础上裁剪了好友和
会话两项能⼒，并对部分业务逻辑做了优化，以实

现更⾼的执⾏效率，更⼩的安装包增量。

2020-09-04 SDK 下载

2020年07⽉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9.1版本发
布（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优化境外登录问题。

修复部分境外地区⽂件上传失败问题。

修复含@符号的帐号上传⽂件失败问题。
修复 C2C 未读数偶现错误问题。
修复会话 showName 偶现展⽰异常的问题。

2020-07-24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28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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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类型消息增加获取下载 url 的接⼝。
iOS 修复断⽹时获取 C2C 消息⽆回调问题。
Android 修复信令解析接⼝偶现崩溃问题。
Android 修复消息中获取离线推送信息偶现崩溃问

题。

Android 修复 API2.0 getFriendApplicationList 接⼝
⽆数据不回调问题以及 getGroupMembersInfo 接⼝传
⼊⾮群成员不回调问题。

Windows 获取加⼊群组时增加群组的详细信息。
Windows 修复⼩⽂件发不出去问题。
Windows 修复⽇志上报的6002错误。
iOS Demo & Android Demo 增加⾳视频离线通话的

推送，并可以跳转到接听界⾯。

iOS 优化⾃定义消息删除、撤回⽆效的问题。
iOS ⾳视频代码 swift -> oc，⼤幅减少第三⽅依赖

库。

iOS ⽀持 LiteAV_TRTC、LiteAV_Professional 两
种⾳视频依赖库 TUIKit pod 集成。

Android 优化 Demo 的离线推送，升级各⼚商的推
送 SDK 版本。

2020年06⽉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8.50版本发
布（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修复 API 2.0 接⼝有⼈进⼊直播群
（AVChatRoom）后没有回调 onMemberEnter 问题。

API 2.0 接⼝的 onGroupInfoChanged 和
onMemberInfoChanged 回调增加 groupID 参数。
修复 C2C 消息发送成功后没有回调会话更新的问

题。

修复切换帐号加⼊同⼀个直播群（AVChatRoom）
后收不到消息的问题。

修复偶现登录后同步未读消息回调顺序不对的问

题。

增加信令接⼝。

直播群（AVChatRoom）增加群⾃定义属性接⼝。
修复已知崩溃问题。

为兼容 Android Q 版本，修改⽇志默认存储位置为
/sdcard/Android/data/包名/files/log/tencent/imsdk。

Windows 平台修复建群时群成员⾓⾊问题。
TUIKit 替换 API 2.0接⼝。
结合 TRTC 实现了⾳视频通话功能。

2020-06-22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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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TUIKit 增加了深⾊模式。
⽀持 AndroidX。

2020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8版本发布
（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iOS & Android 发布全新的 API 2.0 接⼝。
iOS 和 Android ⽀持 IPv6。
直播群（AVChatRoom）⽀持群成员列表动态更

新。

修复 xlog ⽇志崩溃问题。
修复 iOS 发送⼤⽂件必现失败问题。
修复 iOS 消息拉取发送者好友备注异常的问题。
IM SDK ⽀持 AndroidX。
修复 Android 设备由于⽹络权限问题导致的崩溃。

2020-05-15 SDK 下载

2020年03⽉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2.6版本发
布（⼩程序和

Web 端）

Web 端⽀持创建发送视频消息，最⼤⽀持发送100MB
的视频⽂件。

Message 增加  nick 和  avatar 属性，⽤于展⽰⾳

视频聊天室（AVChatRoom）内消息发送者的昵称和头
像地址（需提前调⽤ updateMyProfile 设置）。
Web 端多实例登录时，C2C 消息的撤回通知可在各实
例同步。

调⽤ updateGroupProfile 修改群⾃定义字段成功后，群
成员能收到群提⽰消息，且能获取到相关内容

Message.payload.newGroupProfile.groupCustomField。
废弃

TIM.EVENT.GROUP_SYSTEM_NOTICE_RECEIVED
接⼝，使⽤ MESSAGE_RECEIVED 代替。
修复调⽤ getGroupList 接⼝偶发报错问题。

2020-03-30 SDK 下载

SDK 4.7版本发
布（Android、
iOS 以及
Windows 端）

优化本地⽇志的⼤⼩。

优化登录耗时。

修复未读计数多端同步问题。

增加获取单个好友接⼝ getFriendList。

2020-03-23 SDK 下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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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 Android 端可以分别设置两个平台的离线推送通
知栏消息要显⽰的标题和内容。

2020年0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6版本持续
优化（Android、
iOS 以及
Windows 端）

提⾼⽂件上传上限为100MB。
优化 COS 上传。
优化群未决的处理逻辑。

2020-02-28 -

SDK 2.5版本发布
（⼩程序和 Web
端）

新增⽹络状态变更事件

TIM.EVENT.NET_STATE_CHANGE，接⼊侧可根据
此事件做相关的提⽰和引导。

新增⽀持在微信⼩程序插件环境运⾏。

减少并优化错误码。

修复在控制台创建⾳视频聊天室（AVChatRoom）
并指定群主，群主加⼊此群后，群内其他⼈发的信息

在群主侧重复的问题。

修复在控制台或者⽤ REST API 频繁创建销毁群
组，SDK 没有派发
TIM.EVENT.GROUP_SYSTEM_NOTICE_RECEIVED
事件的问题。

修复 getMessageList 偶发拉取不到群消息列表的
问题。

2020-02-28 -

2020年0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2.4版本发布
（⼩程序和 Web
端）

新增撤回消息接⼝ revokeMessage。
Message 增加 isRevoked 属性，值为 true 时标识

被撤回的消息。

新增消息被撤回的事件通知

TIM.EVENT.MESSAGE_REVOKED。
被踢下线的事件通知 TIM.EVENT.KICKED_OUT

增加被踢下线类型：多终端登录被踢 和 UserSig 失效
被踢。

createFileMessage 上传⽂件⼤⼩由20M调整为
100MB。

2020-0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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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提⽰消息的 msgMemberInfo 和 shutupTime 即
将废弃，请使⽤ memberList 和 muteTime 代替。
控制台新增 IM 智能客服⼊⼝。
修复调⽤ off 接⼝⽆法取消监听事件的问题。
修复Message 的 isRead 属性值和类型不准确的问

题。

修复发送视频消息，视频⽂件超过最⼤限制后的错

误码和错误信息有误的问题。

修复偶现的更新⾃定义字段后字段内容不准确的问

题。

修复登录后加⼊⾳视频聊天室类型的群组偶现

JOIN_STATUS_ALREADY_IN_GROUP 的问题。
修复 core-js 导致的潜在性能问题。

2019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6版本持续
优化（Android、
iOS 以及 Windows
端）

优化⽹络的连接质量，更快感知⽹络质量变化。

优化 AVChatRoom 消息的处理。
消息新增 getSenderNickname 同步返回昵称的接

⼝。

TUIKit/Demo 会话列表头像⽀持圆⾓设置。

2019-12-23 -

SDK 2.3版本发布
（⼩程序和 Web
端）

createImageMessage 和 createFileMessage 接⼝
新增⽀持传⼊ File 对象。
新增创建表情消息接⼝ createFaceMessage。
优化 TIM.TYPES.GRP_AVCHATROOM 类型的群

组的消息通知效率，⼤幅提升使⽤体验。

调整发消息失败时 SDK 返回实际的错误码和错误
信息。

调整调⽤ logout 时只登出当前实例的消息通道。
对接⼊侧传⼊的回调函数做安全性封装，如果回调

函数逻辑有误，可捕获异常快速定位问题。

遇到 IM 服务端的错误码时 SDK 输出中⽂错误信
息。

修复微信⼩程序环境⻓时间切后台再切回前台偶现

消息丢失的问题。

修复发⼀次消息触发多次

TIM.EVENT.CONVERSATION_LIST_UPDATED 的
问题。

修复未调⽤ registerPlugin 或者接⼝传参有误，上
传图⽚等⽂件时 SDK 报错的问题。

2019-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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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解散 TIM.TYPES.GRP_AVCHATROOM 类型
的群组后⻓轮询未停⽌的问题。

修复开启“多实例”或“多终端”登录时，⼀个 Web 实
例登出后其它实例或者其它端收不到消息的问题。

修复偶现的由于拉取的会话列表结构问题导致

SDK 报错。

2019年1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2.2版本发布
（⼩程序和 Web
端）

⼩程序新增⽀持创建发送视频消息

createVideoMessage，视频消息全平台互通（需升级
使⽤最新版本的 TUIKit 以及 SDK）。
新增查询群成员资料接⼝

getGroupMemberProfile。
兼容 Native IM v3.x 发送的语⾳、⽂件消息。
新增⽀持接收位置消息 GeoPayload。
修复登出后 TIM.TYPES.GRP_AVCHATROOM 类

型的群组的⻓轮询仍在运⾏的问题。

修复 TIM.TYPES.GRP_AVCHATROOM 类型的群
组的消息实例中群名⽚没有值的问题。

修复 IE 10浏览器下报错的问题。
修复⽆法匿名加群的问题。

2019-11-21 -

SDK 4.6版本发布
（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消息撤回⽀持漫游。

iOS/Mac 端增加 OPPOChannelID 的设置，解决
Android 8.0 系统以上的 OPPO ⼿机接收 iOS 消息推
送失败的问题。

iOS/Mac 端优化 getGrouplist 返回对象的注释。
OPPO ⼿机（系统要求8.0以上）离线推送的

channleID ⽀持在控制台设置。
TUIKit/Demo 增加视频通话功能。
TUIKit/Demo 增加群组头像九宫格合成展⽰、优化

会话列表、通讯录以及聊天界⾯ UI。

2019-11-13 -

历史消息存储变

为“⼀⼝价”
历史消息存储变为“⼀⼝价”，规则更简单，使⽤更实
惠。

2019-11-04 价格说明

2019年1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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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全新控制台上线 新版即时通信控制台正式上线。 2019-10-22

创建并升

级应⽤

基本配置

功能配置

群组管理

回调配置

统计分析

开发辅助

⼯具

SDK 4.5版本持续
优化（Android、
iOS 以及 Windows
端）

发送⽂件类型消息时⽣成的 URL 增加格式后缀。
群⾃定义字段修改后增加通知回调。

未登录调⽤ initStorage ⽅法后，可以获取本地⽤户
和群组信息。

Android 端优化 getElementCount 接⼝的返回类
型。

Windows 跨平台库优化各个平台的⽹络重连速
度。

Windows 跨平台库新增 JVM 配置，⽅便 Android
环境传⼊ JVM。

2019-10-16 -

SDK 2.1版本发布
（⼩程序和 Web
端）

新增⽀持接收⾳频消息和视频消息。

调整 getMessageList 接⼝单次调⽤⾄多拉取15条
消息。

废弃 TIM.TYPES.MSG_SOUND，⽤
TIM.TYPES.MSG_AUDIO 代替。
修复 getMessageList 接⼝⽆法拉取已删除的群聊

会话的消息。

修复群系统通知没有群名称的问题。

修复收到消息新建的会话没有资料的问题。

2019-10-16 -

2019年09⽉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2.0版本发布
（⼩程序和 Web
端）

全新 IM ⼩程序及⽹⻚端 SDK，优化各个模块稳定
性，全⾯提升接⼊体验，并提供可视化 Demo，⽅便
客户直接体验。

2019-09-19 -

SDK 4.5版本持续
优化（Android、

Android 端增加已读回执。
优化⽹络连接的质量。

优化群/群成员⾃定义段拉取逻辑。

2019-09-18 -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7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4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41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2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7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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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以及 Windows
端）

2019年08⽉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5版本发布
（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新增聊天消息语⾳，

MotionEvent.ACTION_CANCEL 事件处理。
新增会话列表，聊天界⾯，详情资料，通讯录，增

加头像显⽰功能。

新增个⼈资料修改头像。

新增离线推送功能 Intent 跳转。
新增单聊，群聊会话，随机头像。

新增群成员被设置成管理员和取消管理员消息提

⽰。

新增群成员被禁⾔和取消禁⾔消息提⽰。

优化未读消息计数。

优化登录后加载最近会话列表速度。

增加⽇志清理的功能。

Android 端统⼀使⽤
com.tencent.imsdk.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类。

TUIKit/Demo 中添加了触摸反馈，在⽤户使⽤
TUIKit 时可对反馈进⾏⾃主设置和定制。

TUIKit/Demo 新增⾃定义消息发送。
TUIKit/Demo 新增 C2C 已读回执。
TUIKit/Demo 新增语⾳未播放红点显⽰。
TUIKit/Demo 加⼊单击头像查看⼤图的功能。
TUIKit/Demo 群聊⼩灰条样式调整，⽤户昵称会变

为蓝⾊，单击昵称可跳转⽤户信息界⾯。

优化置顶聊天逻辑，按照最近时间排序展⽰。

优化 Demo 中群组内昵称的显⽰逻辑。
优化聊天界⾯中头像显⽰的逻辑。

优化未读消息计数。

优化登录后加载最近会话列表速度。

优化境外⽤户发送⽂件消息的速度。

2019-08-30 -

更名为“即时通信
IM”

由“云通信”更名为“即时通信 IM”。 2019-08-06 -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2 共39⻚

2019年07⽉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4版本持续
优化（Android、
iOS 以及 Windows
端）

整理与合并部分 API 接⼝。
加好友增加单向和双向的选项。

新增 disableStorage 接⼝，禁⽤所有本地存储。
⽂件、视频、语⾳消息增加获取下载 URL 的接

⼝。

优化登录模块（重复登录/频繁登录/频繁切换账号/
⾃动上线/离线被踢）。
优化⻓时间切到后台后再切回前台，发消息耗时⻓

的问题。

优化单聊未读计数问题。

2019-07-16 -

2019年06⽉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4版本及全
新 Demo 发布
（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上线全新移动客户端 UI 设计的 TUIKit 及产品
Demo。
完善 Demo 通讯录、群组管理、关系链等功能。
缓存优化，降低 UI 卡顿。
优化发送消息的效率。

跨平台库消息增加获取消息唯⼀ ID 的 JSON key。

2019-06-27 -

2019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3版本持续
优化（Android、
iOS 以及 Windows
端）

增加 TIMFriendshipManager 类中的
querySelfProfile 和 queryUserProfile 接⼝（读取本地
数据）。

增加获取好友信息中 addTime 字段。
新增⽀持 x86 及 x86_64 架构。
新增⾃定义字段数据上报。

新增阅后即焚消息。

新增消息撤回使⽤⽤例。

增加校验好友接⼝ checkFriends。
增加 queryGroupInfo 接⼝获取本地数据。

2019-0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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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 getGroupDetailInfo 和 getGroupPublicInfo 接
⼝，统⼀⽤ getGroupInfo 接⼝。
优化服务器连接策略。

优化断⽹重连策略。

优化服务器过载策略。

优化⼼跳，减少不必要发包。

优化重连时连接请求。

优化在不同⽹络下⾸次连接和境外接⼊点的质量。

优化 iOS 切换 Wi-Fi 时⽹络重连慢的问题。
优化群消息同步问题。

2019年04⽉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3版本发布
（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增加好友⿊名单功能，好友分组功能，以及加好友

请求处理等关系链功能。

优化未读计数相关的问题。

优化消息已读状态的问题。

优化 REST API 发的 C2C 消息排序异常的问题。
优化获取漫游消息偶现重复的问题。

优化 uniqueId 空实现的问题。
优化 TIMMessage 获取 senderProfile 拿不到⽤户

资料信息的问题。

修复已读回执回调及状态问题。

修复同步未读消息时，最新⼀条消息不回调的问

题。

修复群消息偶尔收不到问题。

增加 IP 连接和 login 信息统计上报。

2019-04-24 -

2019年03⽉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2版本发布
（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iOS 端新增 TUIKit.framework ⽀持 bitcode 2。
iOS 端新增⽀持 pod 直接集成 TUIKit.framework。
Windows 端新增以 duilib 库为 UI 组件的 IM

Demo。
Windows 端新增 /source-charset:.65001 编译选

项。

201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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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端新增项 WEBIM 现已⽀持播放 .amr 的录⾳
格式。

新增好友增/删/查逻辑。
修复新⽼版本语⾳，⽂件，视频消息互通的问题。

优化 TUIkit ⾳频播放逻辑。
修复 AVChatRoom 进⼊房间超过100⼈之后收消息

异常的问题。

修复群组禁⾔⽆效问题。

修复修改⽤户群内⾝份功能。

修复修改群消息接收选项。

修复离线推送开关⽆效问题。

修复修改⽤户群内⾝份功能。

修复群组获取未决和已决信息返回不正确问题。

修复客户端进⼊后台 Crash 问题。
修复优化⽹络重新连接后收不到消息的问题。

修复偶现消息排序错误的问题。

修复偶现消息发送失败的问题。

优化后台解散群组，客户端收不到相应指令的问

题。

2019年0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SDK 4.0版本发布
（Android、iOS
以及 Windows
端）

发布全新的 IM 客户端 SDK，修复⼤量⽹络连接、消
息收发以及未读数等问题，并⼤幅优化⽹络、消息等

重要底层模块稳定性，提供开源 TUIKit，简化客户接
⼊流程。

2019-01-21 -

2017年07⽉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 UGC 短视频 ⽀持 UGC 短视频消息功能，视频编辑让内容更优
质，⽤户体验更佳。

2017-07 -

2017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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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3.0版本发布 功能更⻬全，体积更⼩，优化代码结构，有效提升客

户集成效率和下载体验。
2017-05 -

2016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多实例互踢功

能

满⾜ Web 端多实例互踢的需求，满⾜ Web 端客服等
场景需求。

2016-12 -

2016年08⽉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播消息功能
⽀持全员推送⼴播消息，提升消息传播效率，满⾜客

户推送需求。
2016-08 -

⽀持多终端同时登

录

⽀持多终端同时登录，满⾜⼿机和 PC 同时使⽤的场
景，有效提升优化体验。

2016-08 -

2016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直播聊天室上线
针对直播场景，⽀持不限⼈数的直播聊天室，⽀持消

息频率限制、⾃定义消息等场景化需求。
2016-05 -

2016年03⽉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消息推送功能
⽀持 Android 和 iOS 离线推送功能，消息触达更有保
障，有效提升优化体验。

201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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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微视频消息类

型
⽀持微视频消息类型，丰富消息内容。 2015-12 -

2015年08⽉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 Web 平台 ⽀持 Web 平台的即时通信云服务，增加⾃定义表情等
消息类型。

2015-08 -

2015年07⽉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 Windows 平
台

⽀持 Windows 平台的即时通信云服务，添加了地理位
置、语⾳等消息类型。

2015-07 -

2015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即时通信 IM（原
名：云通信）上线

⽀持 Android 和 iOS 的即时通信云服务，⽀持图⽂表
情等多种消息类型。

201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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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user,

For a better product experience, Tencent Cloud Instant Messaging was officially renamed Tencent Cloud Chat.

Tencent Cloud’s official website, console, Billing Center, bills, and other contents involving the old product name will

be gradually updated to the new product name.

Sincerely,

Tencent Cloud Team

公告

Tencent Cloud IM rename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4 09: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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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 IM 原计费⽅案已于2022年12⽉26⽇下线。

若您在所选择的数据中⼼创建第⼀个 IM 应⽤的时间在2022-12-26 之前，该数据中⼼下所有的 IM 应⽤为旧版本计

费套餐包。

若您在所选择的数据中⼼创建第⼀个 IM 应⽤的时间在2022-12-26 之后，该数据中⼼下所有的 IM 应⽤为新版本计
费套餐包。

说明：

旧版本计费套餐包客户如需迁移到新计费⽅案，请联系销售或提交⼯单。迁移后不可恢复原计费⽅案，请

谨慎选择。

新计费⾯向新加坡、法兰克福、⾸尔、孟买、硅⾕数据中⼼，其他数据中⼼不⽀持新计费⽅案。

旧版本 IM 套餐包分为体验版、专业版和旗舰版。 
新版本 IM 套餐包分为开发版、标准版和进阶版。

注意：

旗舰版套餐包⽀持进阶版套餐包全部功能，开发版套餐包可免费体验进阶版套餐包专享功能。

新旧版本套餐包功能对⽐如下。

功能点 体验版 专业版 旗舰版 开发版 标准版 进阶版

全球多点覆盖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户数上限 100⼈ ⽆限制 ⽆限制 100⼈ ⽆限制 ⽆限制

单个⽤户好友⼈数上限
20个好
友

3000个
好友

3000个好
友

20个好
友

3000个
好友

3000个好
友

单个⽤户可加⼊群组数
50个
群/⼈

500个群/
⼈

1000个
群/⼈

50个
群/⼈

500个群/
⼈

1000个
群/⼈

即时通信 IM 新计费套餐包发布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9 14:55:5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contact-us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work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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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点 体验版 专业版 旗舰版 开发版 标准版 进阶版

单个群成员数上限（⾮直播

群）

20⼈/
群

200⼈/群 2000⼈/
群

20⼈/
群

200⼈/群 2000⼈/
群

⾮直播群群组数上限（解散后

不计数）
100个 ⽆限制 ⽆限制 100个 ⽆限制 ⽆限制

可创建直播群个数 10个 50个 ⽆限制 10个 50个 ⽆限制

⽇净增群组数 100个 10000个 10000个 100个 10000个 10000个

免费历史消息存储时⻓ 7天 7天 30天 7天 7天 30天

免费⽇活跃⽤户数（DAU）额
度

100/⽉ 1万/⽉ 1万/⽉ - - -

免费⽉活跃⽤户数（MAU）额
度

- - - 100/⽉ 1万/⽉ 1万/⽉

免费峰值群组数 100/⽉ 10万/⽉ 10万/⽉ 100/⽉ ⽆限制 ⽆限制

全员推送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同平台多设备在线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本地消息搜索（Android、iOS)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新成员查看⼊群前消息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创建社群（Community）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消息已读回执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群定向消息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在线成员列表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播消息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户状态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会话标记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会话分组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封禁成员 不⽀持 不⽀持 ⽀持 ⽀持 不⽀持 ⽀持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716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