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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指引

方案选择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0:40:03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小程序·云直播如何选择接入方案：

出于政策和合规的考虑，微信暂时没有对所有小程序放开接入小程序直播功能，需要符合对应的场景，并具备相应类目才能调用直播功能。 

腾讯云根据不同的场景，提供了以下3种接入小程序直播的方案：

您可通过本文中的场景介绍，选择对应的方案进行接入。

前提条件

方案选择

在小程序后台的 设置 > 基本设置 > 服务类目 中，选择符合小程序功能的类目。微信小程序所选类目需符合小程序的实际应用场景，否则在

小程序审核时会有被驳回的风险。

场景1：政府主体账号

场景2：电商带货类直播

场景3：在线教育、课程培训、讲座、网课等教育直播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小程序·企业直播（腾讯云·欢句直播）

注册  并 登录  腾讯云账号，已有腾讯云账号可直接登录。

注册非个人主体类型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的主体必须为非个人主体类型，否则无法使用直播功能。

在 微信公众平台  注册微信小程序，注册完成后，在小程序后台选择 开发 > 开发设置，记录小程序 AppID。

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政府相关工作推广直播、领导讲话直播等 微信小程序的认证主体为政府主体 标准直播+直播标

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电商带货、直播导购等

电商平台-电商平台类目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社交-直播类目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注意：

如涉医疗器械、非处方药品在线销售，需补充医疗相关类目。

不得提供如催情香水/催情药品等违法违规商品销售。

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solution/mini-program-enterprise-live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7.94.B5.E5.95.86.E5.B9.B3.E5.8F.B0---.E7.94.B5.E5.95.86.E5.B9.B3.E5.8F.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7.A4.BE.E4.BA.A4---.E7.9B.B4.E6.92.A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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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4：金融相关等直播

场景5：医疗相关直播

场景6：生活趣事、宠物直播等娱乐类直播

场景7：景区直播

场景8：汽车预售

网课、在线培训、讲座等教育类直播

无类目要求，无需开发，购买即可直接使用 小程序·企业直播（腾讯云·欢句直播）

教育类目下所有二级类目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教育-在线视频课程类目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金融产品推广、产品销售

培训等直播
无类目要求，无需开发，购买即可直接使用

小程序·

（腾讯云

播）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

金融产品推广等直播

金融业下部分二级类目：银行、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期货、证券、期货投资咨

询、保险、征信业务、新三板信息服务平台、股票信息服务平台（港股/美股）、消费金融
标准直播

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医疗器械、非处方药品销售的直播 见场景2：电商带货类直播要求 见场景2：电商带货类直播方案

问诊、大型健康讲座等直播。 医疗-互联网医院类目  或 医疗-公立医疗机构类目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生活趣事、宠物直播、旅游分享等娱乐类直播 社交-直播类目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说明：

 若涉及商品交易，可以参考 场景2：电商带货类直播 。

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景点景区直播

微信小程序的认证主体为政府主体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社交-直播类目

https://cloud.tencent.com/solution/mini-program-enterprise-liv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6.95.99.E8.82.B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5.9C.A8.E7.BA.BF.E8.A7.86.E9.A2.91.E8.AF.BE.E7.A8.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solution/mini-program-enterprise-liv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9.87.91.E8.9E.8D.E4.B8.9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4.BA.92.E8.81.94.E7.BD.91.E5.8C.BB.E9.99.A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5.85.AC.E7.AB.8B.E5.8C.BB.E7.96.97.E6.9C.BA.E6.9E.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7.A4.BE.E4.BA.A4---.E7.9B.B4.E6.92.A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7.A4.BE.E4.BA.A4---.E7.9B.B4.E6.9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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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内容场景 要求 接入方案

汽车预售、推广直播 汽车-汽车预售服务类目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6.B1.BD.E8.BD.A6---.E6.B1.BD.E8.BD.A6.E9.A2.84.E5.94.AE.E6.9C.8D.E5.8A.A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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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申请资质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0:40:03

微信小程序的类目即为微信小程序的服务场景，在小程序后台的 设置 > 基本设置 > 服务类目 中，可以选择符合小程序功能的类目。所选类

目需符合小程序的实际应用场景，否则在提交审核后会被驳回申请。

电商平台 - 电商平台

社交 - 直播

具备 社交-直播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注意

个人认证的微信小程序暂不支持直播业务，政府主体认证的小程序可直接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本文仅提供参考，详细的微信小程序类目及申请资质要求需以微信最新的 服务类目说明  为准。

具备 电商平台 类目，可直接通过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小程序直播。

若同时具备 社交-直播 类目，可直接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注意

入驻商家如涉医疗器械、非处方药品在线销售，需补充医疗相关类目。

不得提供如催情香水/催情药品等违法违规商品销售。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电商类直播带货

类目适用范围 用于为企业或个人提供网上交易场所的平台，即为多个经营者提供交易的平台，如京东等

资质要求

已具备《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场景：

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准服务项目包

含“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或“互联网信息服务

业务”）

2. 电商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 

3. 电商平台对入驻经营者的审核要求或规范文件 

4. 电商平台对用户交易纠纷处理的机制或方案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予受理的场景

 《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时，所需资质文

 营业执照

 业务发展和实施计划及技术方案专用表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公司及人员情况表

 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

 股东追溯及其相关证明材料（如公司章程、公

股东的有关情况）

 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书

 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电商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

 电商平台对入驻经营者的审核要求或规范文件

 电商平台对用户交易纠纷处理的机制或方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dianshang/dianshangpingt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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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在线视频课程

具备 教育-在线视频课程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培训机构 - 职业培训/课外辅导

具备 教育-培训机构-职业培训 或 教育-培训机构-课外辅导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学历教育（学校）

具备 教育-学历教育（学校）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注意

如提供时政信息服务，需补充“时政信息类目”。

选择该类目后首次提交代码审核，需经当地互联网主管机关审核确认，预计审核时长7天左右。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涉及娱乐性质，如明星直播、生活趣事直播、宠物直播等。选择该类目后首次提交代码审核，需经当地互联网主管

认，预计审核时长7天左右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在线直播等服务 

资质要求（3选1）

1.《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2.《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含网络表演）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情况说明函件》（适用于政府主体）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网课、在线培训、讲座等教育类直播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教育行业提供，网课、在线培训、讲座等教育类视频/直播等服务

资质要求（5选

1）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适用公立学校） 

2. 区、县级教育部门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适用培训机构） 

3.《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4. 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备案 

5. 教育部门的批准文件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以学历教育或成人继续教育为目的、有线下教学场景的教育培训机构，提供课外辅导、职业培训等教育培训服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以学历教育或成人继续教育为目的、有线下教学场景的教育培训机构，提供课外辅导、职业培训等教育培训服

资质要求 需提供区、县级教育部门颁发的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 （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shejiao/zhibo.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aoyu/zaixianshipinkecheng1.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aoyu/peixunjig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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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校平台

具备 教育-驾校平台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驾校培训

具备 教育-驾校培训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教育平台

具备 教育-教育平台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大学提供学历教育相关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大学提供学历教育相关服务

资质要求（2选1）
1. 公立学校：由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审批设立证明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 私立学校：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为驾校主体提供入驻渠道，提供多家驾校在线培训等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为驾校主体提供入驻渠道，提供多家驾校在线培训等服务

资质要求

同时提供：

1.两家或以上的驾校培训公司的合作协议 

2.驾校培训机构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备案》 

3.《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核准》 

4.《小程序开发者承诺函》（注：《小程序开发者承诺函》在申请类目详情页处含示例模板）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提供驾校在线付费培训等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驾校在线付费培训等服务

资质要求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备案》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为学历教育、成人教育的培训机构提供入驻渠道、提供多家教育培训等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为学历教育、成人教育的培训机构提供入驻渠道、提供多家教育培训等服务

资质要求  （2选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aoyu/xuelijiaoyu.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aoyu/jiaxiaopingtai.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aoyu/jiaxiaopeixun.html


小程序 · 云直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 共22页

素质教育

具备 教育-素质教育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婴幼儿教育

具备 教育-婴幼儿教育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在线教育

具备 教育-在线教育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教育装备

具备 教育-教育装备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1.《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核准》、两家或以上的培训机构合作协议、及培训机构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2.《小程序开发者承诺函》、及其他平台良好经营情况的证明材料（如app store 评分超过50万人及 app 内提

务内容截图）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艺术培训、语言培训等为目的、有线下教学场景的培训机构，及为艺术、语言培训机构提供入驻渠道等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艺术培训、语言培训等为目的、有线下教学场景的培训机构，及为艺术、语言培训机构提供入驻渠道等服务

资质要求  -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0 - 6岁年龄阶段的婴幼儿教育等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0 - 6岁年龄阶段的婴幼儿教育等服务

资质要求 -  

注意

iOS 暂不支持提供虚拟商品（如录播视频）购买，如有虚拟商品购买服务，请先移除后再提审。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在线教育、网络教育或者远程教育等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教育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在线教育、网络教育或者远程教育等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教育服务

资质要求 -  

要求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aoyu/jiaoyupingt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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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

具备 教育-出国留学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特殊人群教育

具备 教育-特殊人群教育 类目，可使用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进行接入。

医疗

互联网医院

具备 医疗-互联网医院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公立医疗机构

具备 医疗-公立医疗机构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所需的教具、学具、器材、设施、场所及其配置服务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所需的教具、学具、器材、设施、场所及其配置服务等 

资质要求 -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适用于境外教育咨询、手续办理等服务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境外教育咨询、手续办理等服务

资质要求 -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问诊、大型健康讲座等直播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特殊人群等方面相关的教育

资质要求  -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问诊、大型健康讲座等直播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互联网医院主体/医疗服务平台提供在线看诊、疾病咨询等线上医疗服务

资质要求（2选1）
1.卫生健康部门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2.合作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执业登记机关的审核合格文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2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yiliao/hulianwa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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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银行

具备 金融-银行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信托

具备 金融-信托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公募基金

具备 金融-公募基金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问诊、大型健康讲座等直播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就医、健康咨询/问诊、医疗保健信息等服务

资质要求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银行业务在线服务或交易等服务

资质要求（2选1）
1.《金融许可证》 

2.《金融机构许可证》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信托理财业务在线服务或交易等服务

资质要求（2选1）
1.《金融许可证》 

2.《金融机构许可证》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投资服务

资质要求（3选1） 1.《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且业务范围必须包含“基金” 

2.《基金托管业务许可证》 

3.《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证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yiliao/gonglijigou.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yinhang.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yinhang.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jij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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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

具备 金融-私募基金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证券/期货

具备 金融-证券/期货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若小程序仅提供证券、期货投资等在线咨询服务，建议选 证券/期货投资

咨询  类目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

具备 金融-证券、期货投资咨询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保险

具备 金融-保险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注意

 暂不支持涉及私募产品公开募集或在线交易等服务。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仅适用于私募基金展示、介绍、咨询等服务

资质要求（2选1）
1.《私募基金备案证明》 

2.《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证券资讯、证券咨询、证券期货经营等的在线服务

资质要求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证券、期货投资等在线咨询服务

资质要求（2选1）
1.《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书》 

2.《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要求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simujijin.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zhengquanqihuo.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zhengquanqihuotouzizix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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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业务

具备 金融-征信业务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新三板信息服务平台

具备 金融-新三板信息服务平台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股票信息服务平台（港股/美股）

具备 金融-股票信息服务平台（港股/美股）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保险业务在线服务或交易等服务

资质要求（8选1）

1.《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2.《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3.《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 

4.《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 

5.《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 

6.《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或《经营保险公估业务备案》 

7.《经营保险资产管理业务许可证》 

8.《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银行或征信机构提供征信业务服务，包括：信贷记录、逾期记录、失信人查询等

资质要求（2选1）
1.经营个人征信业务：《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 

2.经营企业征信业务：经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备案的《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备案证》、《营业执照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新三板信息行情资讯等服务

资质要求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书面许可与《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核准》

注意

 如提供股票交易服务，需补充：金融业-证券/期货类目。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baoxian.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zhengxin.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xin3banxinxifuw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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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

具备 金融-消费金融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汽车 - 汽车预售服务

具备 汽车-汽车预售服务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IT 科技

音视频设备

具备 IT科技-音视频设备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港股、美股行情资讯、行情分析等服务

资质要求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核准》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金融产品视频客服理赔、金融产品推广直播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消费金融线上服务或交易等服务

资质要求 银监会核准开业的审批文件与《金融许可证》与《营业执照》

注意

 暂不支持在线整车销售，如涉及整车销售服务，建议改为价格指导或移除相关功能。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汽车预售、汽车推广类直播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汽车在线预付款、购买购车优惠券/代金券等服务

资质要求（3选1）

1.汽车厂商：《营业执照》与《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许可》 

2.汽车经销商/4s店：《营业执照》与《厂商授权销售文件》与《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许可》 

3.下属子/分公司：《营业执照》与《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许可》与《股权关系证明函》（含双方盖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为多方提供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服务；智能家居场景下控制摄像头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提供音视频设备、信息技术设备、电信终端设备等线下硬件在线销售及服务。

资质要求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gupiaoxinxifuwupingtaiganggu.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jinrong/xiaofeijinrong.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qiche/qicheyushou.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ITkeji/yinshipingsheb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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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通信

具备 IT科技-多方通信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房地产服务

房地产营销

具备 房地产服务-房地产营销 类目，可使用 标准直播+直播标签  进行接入。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为多方提供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服务；智能家居场景下控制摄像头

类目适用范围 仅适用于为多方提供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服务

资质要求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范围需含"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  

注意

暂不支持完整售房交易；针对定金、认购金、意向款等，小程序需对这类交易有正式协议，明确权利义务。

要求 说明

小程序直播场景 房地产营销直播服务、在线音视频带看等

类目适用范围 适用于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购房意向款、优惠券、权益券等营销活动

资质要求

（3选1）：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3.《商品房现售备案证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4/12554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ITkeji/duofangtongxin.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product/material/fangdichan/fangdichanyingxi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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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云直播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6 14:30:49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小程序·云直播插件的配置流程：

前提条件

其他小程序直播场景详见 方案选择 。

申请插件

1. 登录 微信小程序后台 ，在设置 > 基本设置中，确定已具备符合接入的类目，然后保存基本信息界面的截图（如下图，含小程序名称和服

务类目），并记录小程序的 AppID 用于填写申请信息。 

注册  并 登录  腾讯云账号，进入云直播控制台。

注册微信小程序，认证主体需为中国大陆地区的非个人主体。

小程序符合小程序·云直播插件的接入的类目要求：

小程序直播场景 要求

电商带货、直播导购等 电商平台类目

网课、在线培训、讲座等教育类直播
教育类目：培训机构、教育信息服务、学历教育（学校）、驾校培训、教育平台、素质教育

育、在线教育、教育装备、出国移民、出国留学、特殊人群教育、在线视频课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37707
https://mp.weixin.qq.com/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7.94.B5.E5.95.86.E5.B9.B3.E5.8F.B0---.E7.94.B5.E5.95.86.E5.B9.B3.E5.8F.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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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小程序后台选择 设置 > 第三方设置 > 插件管理，添加小程序·云直播插件，并保存添加后的界面截图（如下图，含添加插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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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小程序·云直播插件需要先满足 电商平台 或 教育 类目场景，为避免客户购买后不符合要求无法接入，需要先准备以上信息和截图，

然后在 云直播控制台 > 资源包/插件管理 > 插件管理  中单击 新增小程序直播插件，填写需要绑定的微信小程序信息后提交。填写信息如

插件名称： 腾讯云直播助手 。

插件 AppID： wx95a7d2b78cf30f98 。

插件最低版本限制：1.2.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resources/plugin?type=plugin
https://mp.weixin.qq.com/wxopen/pluginbasicprofile?action=intro&appid=wx95a7d2b78cf30f98&token=&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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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 

 

4. 信息提交完成后，请耐心等待审核，审核时间为五个工作日。

购买服务

添加直播域名

完成插件购买后，在 云直播控制台 > 域名管理 中，单击 添加域名，即可添加直播域名。直播域名根据类型和场景可以分为这4种：

注意

 请先参考 方案选择  和 类目申请资质要求 ，确保小程序的直播场景和已选择的服务类目一致，否则即使成功购买插件，微信小

程序在上线时也会被驳回。

当插件通过审核，状态由 待审核 变为 待付款，即可前往 云直播控制台 > 小程序云直播插件授权 ，单击该插件右侧操作栏 购买 插件。购

买计费相关可参见 购买指南 。

购买插件完成后，插件状态会由 待付款 变为 可用 状态，即该插件绑定的微信小程序在有效期内可以通过插件可使用直播功能。

注意

 微信小程序能否发布上线，要以 方案选择  的要求为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livesta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377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331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ve/resources/plugin?type=plu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346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3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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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标准直播的推流域名进行直播推流，使用小程序的播放域名进行播放，按照小程序直播的价格计费，可参见 购买指南 。

域名 CNAME 配置

您的域名需要先完成 CNAME 配置，将自有域名指向 CNAME 域名才能正常使用直播服务。CNAME 域名不能直接访问，您需要在域名

服务提供商处完成 CNAME 配置。配置生效后，即可享受直播服务。播放域名和推流域名均需完成 CNAME 解析。可参见 CNAME 配

置 。

引用插件

小程序引用插件及相关功能的开发，具体可参见 使用推流组件 、 使用播放组件 。

直播场景 域名类型 使用场景 计费说明

标准直播

推流域名 除小程序直播插件外，App、OBS、Web（H5）等终端均可用 -

播放域名 除小程序直播插件外，APP、Web（H5）、PC 等终端均可用 按照标准直播播放产生的流量

小程序直播

推流域名 可用于小程序直播插件推流 -

播放域名 可用于小程序直播插件播放 按照小程序直播播放产生的流

注意

若无小程序直播推流需求，无需添加小程序推流域名，可直接使用标准直播的推流域名在 App 或者 OBS 推流即可。

小程序插件必须使用小程序直播的播放域名，但是 App 或其他终端不限制，建议 App、Web（H5）等其他终端使用标准直播

的播放域名进行播放。

添加小程序直播的播放域名后，暂不支持删除解绑，请慎重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346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7/199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464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78/3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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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服务许可申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0:40:03

由于各地相关部门对于当地企业要求不同，具体资质要求及许可申请请参考以下内容：

涉及经营电信业务，请咨询当地通信管理局申请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涉及经营互联网新闻信息业务，请咨询当地互联网办公室申请办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涉及经营网络表演业务，请咨询当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申请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涉及经营网络视听节目直播业务，请咨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申请办理《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