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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文档

开放平台简介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4:35

腾讯会议开放平台，为企业客户以及合作伙伴提供简单易用开放能力，通过简单的接口调用，将腾讯会议的远程沟通能力与开发者具体的业务流程集成，实现基于

垂直场景的音视频协作体验。

腾讯会议已经对外开放会议管理、会议控制等多个接口与通知能力，可以将腾讯会议集成至其他产品服务中；同时，开发者也可以将产品服务通过网页的方式接入

腾讯会议中，在会议前中后各个环节向用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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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类型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4:40

腾讯会议的开放能力通过应用承载，调用接口时开发者以应用的身份与腾讯会议进行通讯。客户或者合作伙伴可按需选择以下应用类型进行创建：

对于腾讯会议的企业版、教育版和商业版，接入方可以创建企业自建应用服务于企业内的用户。企业自建应用创建的会议可以邀请企业内成员，可以灵活调整是否

允许外部用户入会。企业自建应用的拓展应用仅有企业内成员可见，如果需要外部用户打开的拓展应用，请使用第三方应用。

开发者若希望给不同企业或个人提供应用服务，可选择创建第三方应用。

对于部分场景，需要进行企业自建应用与第三方应用的打通，可以使用自建应用与三方应用打通的接口（ 腾讯会议自建应用与三方应用 ID 转换接口 ）。用户给第

三方应用授权后，自建应用可以识别三方应用的 ID。

概述

应用类型 开发者身份 适用范围 鉴权类型 是否支持上架市场

企业自建应

用
企业内部开发者自己开发部署 开发者企业内部

OAuth、

JWT
否

第三方应用
由 SaaS 服务商开发者开发并部署在服务商

侧

所有腾讯会议用

户
OAuth

是，接入指引请参见 第三方应用接入指

引

企业自建应用

详细开发流程可参见： 企业自建应用接入指引

第三方应用

详细开发流程可参见： 第三方应用接入指引

企业自建应用与第三方应用的打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22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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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4:44

方式一： 用户在官网应用市场中添加应用。 

或在腾讯会议客户端添加应用，适用于已经上架到应用市场的第三方应用。

方式二： 在第三方业务流程中，第三方业务可通过 RestApi 接口进行会议预定，相关接口参见 创建会议 ，针对业务中需要音视频沟通的垂直场景定制会议能

力。若对接了扩展应用能力，还可通过绑定应用至会议的接口，提前预设用户入会后看到的扩展应用，具体参见会议绑定应用接口。

添加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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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拥有的能力

邀请他人使用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4:52

用户可单击应用右上角分享，邀请会议中其他用户使用该应用；同时腾讯会议提供了调用分享组件的 JS-API，可以灵活配置邀请通知、IM 邀请动态消息的文案

及链接，方便应用与会议中的用户进行互动与传播。

详情请参见 jsapi 会中分享应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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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自动打开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00:39

通过 API 预定会议，支持通过接口绑定扩展应用，将入参中的 auto\_open\_sdkid  填入对应的应用 ID，即可实现成员入会自动打开某应用。

（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 API 为会议添加扩展应用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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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图切换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5:29

窄版：

宽版（3.14版本起，应用的宽屏展示也将在侧边栏中)：

侧边栏

独立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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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至主画面（一起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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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对接方式请参见 jsapi 切换应用布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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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共享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5:36

用户可通过单击右上角屏幕共享，将当前应用进行屏幕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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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30 18:04:36

单击顶部栏上一起用按键发起类似屏幕共享的原生体验，但对比屏幕共享，用户不仅可以看到发起人的画面，更可以一键进入应用 webview，拥有和发起人一起

协作、一起玩游戏、一起看视频等流程使用体验。

详细对接方式请参见 一起用模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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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建应用接入指引

成为开发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5:59

购买腾讯会议商业版、教育版与企业版，会对管理员账号自动开通企业自建应用的管理权限。

可以用企业管理员的账号管理企业自建应用，也可以添加企业内其他成员的账号作为开发者，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

管理员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在头像处前往用户中心 > 企业管理 > 用户管理 > 用户列表中添加用户，按照页面指引操作添加其他成员。若已经添加了用户可以忽

略此步。

以下为两种方式更换：

操作步骤

步骤1：添加用户

步骤2：更换为应用开发者角色

方式1：添加用户后，在企业管理 > 用户管理 > 用户列表中搜索对应的成员账号，单击操作中的更多 > 更换角色，选择应用开发者，该添加的用户即拥有了企

业自建应用的管理权限。

https://meeting.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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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2：在企业管理 > 用户管理 > 角色管理的角色列表中选择应用开发者，单击添加角色成员，选择对应的成员账号，按照页面指引操作后，该添加的用户即

拥有企业自建应用的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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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6:04

1. 用拥有企业自建应用管理权限的开发者账号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若同一个手机号有多个帐号，请登录后选择正确的帐号。

2. 在头像处前往用户中心 > 企业管理 > 高级 > REST API，进入到企业自建应用列表。 

3. 单击添加应用，输入应用名称，选择应用类型，提交后即可。企业自建应用的应用类型分为企业级和应用级类型。

操作步骤

企业级类型：企业级可以获取到您企业账户下的所有数据，包括通过腾讯会议 App、腾讯会议 API 接口等不同途径创建的用户数据，也可跨应用获取。

应用级类型：应用级则仅能获取该应用所对应的相关数据，无法跨应用获取。

https://meeting.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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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6:08

在基础信息和凭证页面，可以修改应用名称和上传应用图标，应用图标要求为尺寸为128*128，大小在20k以内的 png 文件。 

填写真实有效的联系人姓名和邮箱，便于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联系。

在此页面可以查看开发应用所需的应用凭证信息（企业 ID、应用 ID、密钥等）。 

若应用需在腾讯会议会议中打开使用，则需填写扩展应用配置，应用才会在腾讯会议 PC 客户端应用或移动端更多的扩展应用中展示应用图标且可以在会中打开使

用。

基础信息配置

扩展应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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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配置如下：

启用通知状态，单击右上角添加消息通知，填写消息通知名称、接收消息通知的 URL 地址、选择需要订阅的事件类型，即可完成消息事件订阅。 

订阅事件后，将会在事件发生时推送事件消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进行配置和添加事件范围，腾讯会议会校验 URL 服务是否具备解析腾讯会议回调消息的能

配置信息 说明 是否必填

移动端地址 填写 https 开头的地址，用户在移动端添加应用后，在会议中单击更多中的应用图标后跳转的地址 是

桌面端地址 填写 https 开头的地址，用户在桌面端添加应用后，在会议中单击应用中的应用图标后跳转的地址 是

桌面端应用布局 默认打开设置为默认的布局，用户使用应用时可切换布局 是

事件订阅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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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详情请参见 概述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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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发布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6:13

在应用测试页面，开发者可以打开调试模式，可以添加多个手机号，调试模式中的手机号可以使用应用和打开控制台调试应用。

具体的调试方法如下：

1.1 在会议中按快捷键 ctrl + alt + shift + D，进入调试模式。

1.2 按提示重新启动腾讯会议。

1.3 在需要调试的页面上点击右键，单击开发者工具，进入调试模式。

Windows 版本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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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会议中按下 command+shift+control+D 进入调试模式。

1.2 按提示重新启动腾讯会议。

1.3 内置浏览器右键 > 检查元素 进入调试窗口。

Mac 版本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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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接入指引

成为开发者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0:24:58

应用和腾讯会议有场景契合点且有研发能力的应用开发者可以申请接入，满足以下条件的开发者优先：

开发者账号分为企业版账号和免费版账号，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会提前和开发者沟通，选择合适的账号身份进行开发。

企业管理员的账号自动拥有第三方应用管理权限，可以用企业管理员的账号管理第三方应用，也可以添加企业内其他成员的账号作为开发者，具体的操作方式如

下：

1. 添加用户

管理员登录腾讯会议官网 腾讯会议官网 ，在头像处前往用户中心 > 企业管理 > 用户管理 > 用户列表中添加用户，按照页面指引操作添加其他成员。若已经添

加了用户可以忽略此步。

2. 更换为应用开发者角色

申请条件

公司在所属领域中有一定知名度和服务经验。

有10人以上稳定的产品研发团队，能保证应用的持续优化及迭代研发。

申请流程

发起入驻申请： 开发者填写并发起 会议拓展应用预约申请 ，提交成功后，腾讯会议预计在5个工作日内返回初审结果。

提交产品方案： 初审通过后，腾讯会议的工作人员会在5天联系开发者沟通接入需求，确认合作后开发者需要提供接入产品方案。

开发者账号发放： 初步的产品对接方案确认通过后，预计在7个工作日内发放开发者账号。

开发者账号为企业版账号

方式 1：添加用户后，在企业管理 > 用户管理 > 用户列表中搜索对应的成员账号，单击操作中的更多 > 更换角色，选择应用开发者，该添加的用户即拥有

了第三方应用的管理权限。

https://meeting.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apply%2Fp%2Fi91igwu0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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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开发者用免费版账号开发，需要提供相关资料给予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开通账号的第三方应用管理权限。

方式 2：在企业管理 > 用户管理 > 角色管理的角色列表中选择应用开发者，单击添加角色成员，选择对应的成员账号，按照页面指引操作后，该添加的用

户即拥有了第三方应用的管理权限。

开发者账号为免费版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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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6:29

1. 用拥有第三方应用管理权限的开发者账号登录腾讯会议官网 腾讯会议官网 。

2. 在头像处前往用户中心 > 我的应用 > 进入到应用管理后台页面；左侧导航我的应用分类下面单击创建的应用 > 第三方应用，进入到第三方应用列表页面 第三

方应用 。

3. 单击创建应用按钮输入应用名称后，单击确定即可开始填写应用信息。

应用名称建议品牌名＋功能场景，也支持单独用品牌名作为应用名称，2-6个汉字（为了更好的显示效果，建议4个汉字以内），不使用"-、（）"等样式。

操作步骤

说明

若同一个手机号有多种帐号，请登录后选择正确的帐号。

https://meeting.tencent.com/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user-third-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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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5:56:52

在基础信息和凭证页面，可以修改应用名称和上传应用图标。

应用图标要求为尺寸为128*128，大小在20k以内的 png 文件，具体可以参见 腾讯会议第三方应用设计规范 。 

在此页面可以查看开发应用所需的 应用凭证信息 （企业 ID、应用 ID、客户密钥等）。 

基础信息配置

扩展应用配置

https://doc.weixin.qq.com/doc/w3_AGkAlQatACgTVnhjyDYR10UXaag5g?scode=AJEAIQdfAAo10TAs47AeAAEQa8A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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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应用仅支持3.7.7及以上版本，PC 客户端的使用入口为应用，移动端的使用入口为更多。 

单击应用图标可在会中使用应用。

如上图，若应用需在腾讯会议会议中打开使用，则需填写扩展应用配置，应用授权后才会在腾讯会议 PC 客户端应用或移动端更多的扩展应用中展示应用图标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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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会中打开使用。

具体配置如下：

配置信息 说明 是否必填

移动端地址 填写 HTTPS 开头的地址，用户在移动端添加应用后，在会议中单击更多中的应用图标后跳转的地址 是

桌面端地址 填写 HTTPS 开头的地址，用户在桌面端添加应用后，在会议中单击应用中的应用图标后跳转的地址 是

桌面端应用布局 默认打开设置为默认的布局，用户使用应用时可切换布局 是

一起用模式
开启后，在应用顶部功能区将出现一起用功能按键。发起人点击发起一起用后将自动邀请所有参会者一起使用应用，参

考一起用模式
否

安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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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配置包括可信域名以及 IP 白名单。 

具体配置如下：

配置信息 说明 是否必填

授权回调域名 填写 HTTPS 开头的地址，应用 OAuth2.0 网页授权功能的可信回调域名 是

H5 可信域名 填写不带协议头的域名，网页应用访问 JSAPI 的可信域名，仅打开扩展应用配置的应用才需要填写。 是

IP 白名单 填写 IP 白名单后，仅白名单中的来源请求可以正常调用腾讯会议开放平台 API，不在白名单中的来源请求会被拒绝 否

权限范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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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添加权限范围根据应用的实际需要选择所需要的权限，选择某权限后，用户在授权应用时，在授权页面可以看到该权限的授权说明。

单击右上角添加事件，填写消息通知名称、接收消息通知的 URL 地址、选择需要订阅的事件类型，即可完成消息事件订阅。 

订阅事件后，将会在事件发生时推送事件消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进行配置和添加事件范围，腾讯会议会校验 URL 服务是否具备解析腾讯会议回调消息的能

力，详情请参见 使用Webhook 。 

事件订阅配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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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测试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5:56:57

应用测试页面会校验开发应用需要的必填信息是否完整，需补充完整；信息补充完整且校验通过后，会显示应用测试地址和配置调试模式。

开发和测试应用前需打开调试模式，可以添加20个手机号，调试模式中的手机号均可以授权应用和打开控制台调试应用。

1. 在会议中按快捷键 ctrl + alt + shift + D，进入调试模式。

2. 按提示重新启动腾讯会议。

3. 在需要调试的页面上单击右键，单击开发者工具，进入调试模式。

调试模式

调试方法

Windows 版本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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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会议中按下 command+shift+control+D 进入调试模式。

2. 按提示重新启动腾讯会议。

3. 内置浏览器右键 > 检查元素进入调试窗口。

单击测试地址进入应用授权流程，授权后可进行后续的应用体验。

Mac 版本调试

测试地址

注意

授权后，若需要在腾讯会议 PC 客户端应用或移动端更多的扩展应用中展示应用图标且可以在会中打开使用，必须填写扩展应用配置，具体的配置方法请

参见 配置应用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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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应用上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5: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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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完成后，应用可以申请上架应用市场，前往腾讯会议官网 > 用户中心 > 我的应用 > 创建的应用 > 第三方应用未上架应用列表（ 第三方应用 ）中选择需要上架

的应用，单击申请上架，前往上架应用栏补充如下信息：

单击应用信息进行补充，此信息在应用上架到应用市场后会展示在应用市场的应用详情页。

应用信息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user-third-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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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配置如下：

单击上架应用进行补充，提交应用核心场景说明书、应用的安全测试报告、应用的使用指引页的链接（非必填），如果期望在应用市场 Web 官网页面添加应用后

跳转到应用的主页，可以填写会议外添加应用的跳转地址。可以提供应用的体验账号和密码，方便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体验应用功能。

分类 配置信息 说明 是否必填

应用基础信息 应用类目 根据产品实际所属选择应用归属的分类 是

应用基础信息 应用简介 15个字以内，简述应用的核心功能，突出应用的功能亮点 是

应用基础信息 详细描述 500个字以内，描述应用功能和使用场景 是

应用基础信息 预览页图片

用途：向用户说明如何将三方应用与会议结合使用 如果是桌面端，像素要求为1920*1080，大

小在3.5M以内的png、jpg、jpeg、gif文件，最多5张；如果是移动端，像素要求为

750*1628，大小在2.5M以内的png、jpg、jpeg、gif文件，最多5张；桌面端和移动端至少

提供任意一种，也可都提供（需图片内容一致）。腾讯会议会根据不同端展示对应的预览页给用

户，若只提供1个端的预览内容，则在不同端均显示此内容，不做区分。

是

协议地址 隐私协议地址 展示在应用详情页 是

协议地址 使用条款地址 展示在应用详情页 是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展示在应用详情页，需填写准确的企业名称 是

企业信息 企业 LOGO 尺寸为128*128，大小在20k以内的png文件 是

企业信息 应用官网 展示在应用详情页，提供应用官网网址以便用户了解应用 是

企业信息 客服电话 展示在应用详情页 是

开发者信息 联系人姓名 填写真实有效的联系人，便于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联系 是

开发者信息 联系人邮箱 填写真实有效的联系人，便于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联系 是

上架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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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配置如下：

申请上架需要填写应用版本号、更新说明、备注，其中应用版本号和更新说明会展示在应用市场的应用详情页，需按要求填写。

配置信息 说明 是否必填

产品场景说明 提供产品的核心场景说明，方便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走查应用功能，根据模板内容填写 是

产品测试报告 提供产品测试报告，方便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审核产品安全性，根据模板内容填写 是

产品使用指引 会议外安装应用，给用户使用指引 否

会议外添加应用配置跳转地址 填写后，用户在会议外（例如浏览器中）添加应用后跳转到该地址；若不填则跳转到官方示例页面 否

应用体验账号 提供应用的体验账号和密码，方便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体验应用功能 否

版本管理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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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配置如下：

配置信息 说明 是否必填

应用版本号 自定义版本号，格式示例为1.0.0 是

更新说明 简单清晰描述更新说明，方便用户了解应用更新了新功能 否

备注 方便腾讯会议开放平台侧审核人员了解更新原因和更新内容，以便快速审核应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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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11:59:34

由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审核，体验应用并反馈具体问题，需5-10个工作日。

上架验收标准见文档 腾讯会议第三方应用上架验收标准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4404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8 共739页

应用更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5:57:13

若开发者需更新应用的配置信息，包括应用基础信息（名称或应用图标）、扩展应用配置、安全配置、权限范围、应用详情页介绍、上架资料等信息，需前往腾讯

会议官网 > 用户中心 > 我的应用 > 创建的应用 > 第三方应用（ 腾讯会议第三方应用 ） > 已上架应用列表中单击查看，修改信息后需在版本管理与发布中创建新

版本并申请发布，申请发布后，需通过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团队人工审核，审核通过后所修改的应用信息才会覆盖到所有用户。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user-third-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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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API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3 17:56:32

腾讯会议为开发者的网页应用提供了丰富的 JSAPI，可以使开发者的网页应用在腾讯会议客户端中的运行更接近原生体验，从而为用户提供良好的网页体验。

注意

JSAPI 仅支持在腾讯会议客户端中调用，不支持 iframe 里调用。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0 共739页

环境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30 19:35:58

腾讯会议浏览器内核版本：

UA 环境示例：

iOS、Mac 系统内核。

Win：Chrome77。

Android：3.8版本及以下系统内核，3.9及以上版本 X5 内核。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_15_7) AppleWebKit/605.1.15 (KHTML, like Gecko) 

arch/x86_64 app/tencent_wemeet os_name/Mac os_version/10.15.7 app_version/2.19.0.5

app/tencent_wemeet （固定字符串）

os_name （操作系统名称）

os_version （操作系统版本号）

app_version （应用版本号）

c_district（0：国内版， 1：境外版）

app/tencent_wemeet

os_name/Mac    // Windows, Android, iOS, Mac, Linux

os_version/10.15.7

app_version/2.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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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工具

DEMO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7:12

请参见 JS-SDK Demo  进行调用。

https://github.com/alvinlswei/wemeet-js-sdk-demo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2 共739页

前端 JS-API 签名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02:31

协助开发者对 JS-API 使用前通过 Config 接口注入权限验证配置的签名校验。

单击下方按钮即可前往腾讯会议前端 JS-API 签名工具：

签名工具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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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 JS-API 签名示例代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7:19

提供了三种代码示例给开发者参考。

Go 代码示例

/**

 * 生成签名

 *

 * @param corpId 企业ID

 * @param sdkId 应用ID

 * @param timestamp 生成前面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 @param nonceStr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 @param sourceUrl 需要初始化JS_SDK的当前页面地址（不要转码）

 * @param ticket 接入方后台请求会议后台获取的JS_SDK Ticket

 * @return sign签名，配置参数签名

 */

func DoSignature corpId string  sdk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nonceStr string  sourceUrl string  ticket string  string 

   url := DoPreUrl sourceUrl

   fmt Println url

   plainText := fmt Sprintf "corp_id=%s&sdk_id=%s&timestamp=%s&nonce_str=%s&url=%s&ticket=%s"

      corpId  sdkId  timestamp  nonceStr  url  ticket

   fmt Println plainText

   sign := fmt Sprintf "%x"  sha256 Sum256 byte plainText

   fmt Println sign

   return sign

/**

 * 预处理url

 * 1、url字段包含协议头、域名、路径、Query参数，不包含位置参数。如：https //www baidu com/search?a=1&b=2

 * 2、若当前url最后带有#号，例如https //www baidu com/search/#/

 * 由于#号是代表一个锚点，计算签名的时候，腾讯会议侧会忽略#号和#号后面的，故接入方也需要用代码处理，忽略掉#号和#号后面的，最终u

 *

 * @param sourceUrl 需要初始化JS_SDK的当前页面地址（不要转码）

 * @return url 预处理之后的url

 */

func DoPreUrl sourceUrl string  string 

   rawUrl  _ := url Parse sourceUrl

   var url string

   if len rawUrl RawQuery  > 0 

      url = fmt Sprintf "%v://%v%v?%v"  rawUrl Scheme  rawUrl Host  rawUrl Path  rawUrl RawQuery

    else 

      url = fmt Sprintf "%v://%v%v"  rawUrl Scheme  rawUrl Host  rawUrl Path

   

   return ur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ava 代码示例

/**

 * 生成签名

 *

 * @param corpId 企业ID

 * @param sdkId 应用ID

 * @param timestamp 生成前面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 @param nonceStr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 @param sourceUrl 需要初始化JS_SDK的当前页面地址（不要转码）

 * @param ticket 接入方后台请求会议后台获取的JS_SDK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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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sign签名，配置参数签名

 */

public static String DoSignature String corpId String sdkId String timestamp String nonceStr String sourceUrl String ticket  

    String url = DoPreUrl sourceUrl

    String plainText = String format "corp_id=%s&sdk_id=%s&timestamp=%s&nonce_str=%s&url=%s&ticket=%s"

            corpId  sdkId  timestamp  nonceStr  url  ticket

    MessageDigest messageDigest

    String sign = ""

    try 

        messageDigest = MessageDigest getInstance "SHA-256"

        messageDigest update plainText getBytes "UTF-8"

        sign = bytesToHex messageDigest digest

     catch NoSuchAlgorithmException e  

        e printStackTrace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e printStackTrace

    

    return sign

/**

 * 预处理url

 * 1、url字段包含协议头、域名、路径、Query参数，不包含位置参数。如：https://www baidu com/search?a=1&b=2

 * 2、若当前url最后带有#号，例如https://www baidu com/search/#/

 * 由于#号是代表一个锚点，计算签名的时候，腾讯会议侧会忽略#号和#号后面的，故接入方也需要用代码处理，忽略掉#号和#号后面的，最终u

 *

 * @param sourceUrl 需要初始化JS_SDK的当前页面地址（不要转码）

 * @return url 预处理之后的url

 */

public static String DoPreUrl String sourceUrl  

    URL rawUrl = null

    try 

        rawUrl = new URL sourceUrl

     catch MalformedURLException e  

        e printStackTrace

    

    String url

    if rawUrl getQuery  != null && rawUrl getQuery  != ""  

        url = String format "%s://%s%s?%s"  rawUrl getProtocol  rawUrl getHost  rawUrl getPath  rawUrl getQuery

     else 

        url = String format "%s://%s%s"  rawUrl getProtocol  rawUrl getHost  rawUrl getPath

    

    return url

static char  HEX_CHAR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 转Hex

 * @param bytes

 * @return Hex

 */

static String bytesToHex byte  bytes  

    char  buf = new char bytes length * 2

    int index = 0

    for byte b : bytes  

        buf index++  = HEX_CHAR b >>> 4 & 0xf

        buf index++  = HEX_CHAR b & 0xf

    

    return new String bu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ython 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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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签

def sign corp_id  sdk_id  timestamp  nonce_str  url  ticket

    tobeSig = "corp_id={0}&sdk_id={1}&timestamp={2}&nonce_str={3}&url={4}&ticket={5}" format

        corp_id  sdk_id   timestamp   nonce_str   preUrl url   ticket

    signature = data_sha = hashlib sha256 tobeSig encode 'utf-8' hexdigest    

    return signature encode 'utf-8'

# url预处理

def preUrl sourceUrl

    rawURL = urlparse sourceUrl

    s = ''

    if len rawURL query  > 0

        s = "{0}://{1}{2}?{3}" format rawURL scheme  rawURL netloc  rawURL path  rawURL query

    else

        s = "{0}://{1}{2}" format rawURL scheme  rawURL netloc  rawURL path

    print s

    return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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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5:13:57

建议固定版本引入，引入1.0.57版本。

CDN 方式引入

<script src="https://cdn.meeting.tencent.com/jssdk/wemeet-js-sdk-1.0.57.j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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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PI 接口鉴权

企业自建应用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7:35

腾讯会议提供的 JSAPI 有很多是需要进行鉴权才能调用的，需要 wemeet.permission.config  或者 wemeet.permission.agentConfig  先进行鉴权，然后

再调用。

data 内数据结构

输入示例

输出示例

使用说明

鉴权步骤

步骤一：通过 auth_code（免登码）获取 user_id

接口描述：

通过 auth_code（免登码）换取账号 userid。

切记 access_token 只可以存储在应用后台，不要暴露到前端页面，否则会有安全风险。

调用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jsapi/user?auth code={auth code}

header：请参见 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 。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_info UserObj 用户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_id String 企业用户 User_ID

示例

https://api.meeting.qq.com/v1/jsapi/user?auth_code=98187ecd**4846ac555a658do c1122

{

  "code": 0,

  "message":"SUCCESS",

  "nonce":"98187ecdebca4846",

  "user_info":{

  "user_id":"zhangsan'

  },

}

步骤二：获取 jsapi_ticket

接口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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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在前端进行鉴权之前，需要获取以下签名所需的参数（必填）：

接入方服务端生成 JS_SDK Config 给到自己的前端。

计算签名的示例代码（包含 go/java/python）可参见： 前端 JS-API 签名示例代码 ，如遇问题，可通过 JS-API 签名工具  进行自检。 

JS_SDK Config 包含的字段：

根据 userid 获取 jsticket。

jsapi_ticket 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使用。

当前用户获取的 jsapi_ticket，其他用户无法使用。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jsapi/ticket?userid={userid}

header：请参见 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 。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icket String jsticket 票据

timestamp String 时间戳

expired_time String 过期时间

示例

{

"js_ticket":"xxxxxxxxxxxxxxx",

"timestamp":"1623924237",

"expired_time":"300"

}

步骤三：获取签名参数

参数 字段类型 描述

corp_id String 企业 ID，企业在会议平台备案的 ID

sdk_id String 应用 ID，接入方在会议平台备案的应用 ID

timestamp String 生成签名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nonce_str String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url String
当前需要初始化 JS_SDK 的页面地址，需在腾讯会议客户端内打开该地址 。地址的域名必须是在会议平台备案的可信

域名 （推荐从 header 的 refer 里面去获取，或者通过 location.href 去获取，不要写死）

ticket String 步骤二中的获取到的 JS_SDK Ticket

步骤四：计算签名

参数 字段类型 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774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tools/jsapi-si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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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参数中的 sign 是对多个参数的签名。签名规则如下：

引入方法请参见 引用方法 。

授权请求输入参数：

param：AuthConfigParam

corp_id String 企业 ID

sdk_id String 应用 ID

timestamp String 生成签名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nonce_str String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sign String 配置参数签名

签名对应明文的字段：

字段顺序     参数    描述 

1 corp_id 企业 ID

2 sdk_id 应用 ID

3 timestamp 生成签名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4 nonce_str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5 url 需要初始化 JS_SDK 的当前页面地址（不要转码）

6 ticket 接入方后台请求会议后台获取的 JS_SDK Ticket

签名明文拼接：

以下是样例明文，注意 字段顺序不可更改，字段间使用"&"间隔：

"corp_id=12345&sdk_id=67890&timestamp=1622517702&nonce_str=abcde&url=

https://www.test.com/search?a=1&b=2&ticket=ABCDEFXX"

注意

url 字段包含协议头、域名、路径、Query 参数，不包含位置参数。例如： https://www.test.com/search?a=1&b=2 。

若当前 url 最后带有#号，例如： https://www.test.com/search/#/ 。 

由于#号是代表一个锚点，计算签名的时候，腾讯会议侧会忽略#号和#号后面的，故接入方也需要用代码处理，忽略掉#号和#号后面的，最终 url 

应该为 https://www.test.com/search/ 。

签名方法：sha256

步骤五：引入使用的JS

步骤六：JSAPI 鉴权

注意：

wemeet.permission.config 中所有的参数必须直接来自服务端，不能直接在前端定义。

参数描述：调用 permission.config，实现企业自建应用 JSAPI 鉴权配置。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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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Promise<void>。

步骤六鉴权通过以后就可以调用 JSAPI 了。

sdkId String 应用 ID

corpId String 应用的企业 ID

signature String 签名

nonceStr String 生成签名的随机串

timestamp String 生成签名的时间戳

代码示例

wemeet.permission.config({

  sdkId: SDKID,

  corpId: CROPID,

  signature: SINGATURE,

  nonceStr: NONCE_STR,

  timestamp: TIMESTAMP,

})

  .then(() => {

  // success

  })

   .catch((err) => {

    // failed

  });

步骤七：调用 JS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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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 Oauth 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6:51:27

腾讯会议提供的 JSAPI 有很多是需要进行鉴权才能调用的，需要 wemeet.permission.config 或者 wemeet.permission.agentConfig 先进行鉴权，然

后再调用。

调用 permission.authorize，实现第三方应用获取免登授权码。

使用说明

鉴权步骤

步骤一：获取第三方应用 auth code（免登码）

支持的版本：3.16.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功能描述

使用场景：业务方在需要获取用户的 authCode 以完成 Oauth 登录，当前用户尚未授权的情况下，也可通过此方法引导用户在当前页面弹框授权。

具体表现：在当前页面唤起授权弹框，实现发起授权。

PC 端： 

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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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请求入参如下，返回 Promise<void>。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ure function 失败回调

timeout number 超时时间，默认为5s

代码示例

permission.authorize({

  success: ({ authCode }) => { console.log(authCode) },

  // bizCode: 授权业务场景状态码，主要场景有以下几类：

  // 授权成功【0】：AuthorizeBizCode.SUCCEEDED

  // 申请授权成功【1】：AuthorizeBizCode.APPLY_SUCCEED 

  // 用户选择关闭授权弹框【2】 AuthorizeBizCode.CLOSED

  // 用户选择拒绝授权【3】 AuthorizeBizCode.REJECTED

  // 其他异常【4】，请根据bizMessage获知原因 AuthorizeBizCode.UN_KNOW

  fail: ({ bizCode, bizMessage }) => { 

     console.log(bizCode, bizMessage)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authorize error', err);

 });

步骤二：通过 auth_code（免登码）换取账号 access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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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内数据结构

输入示例

输出示例

接口描述：

通过 auth_code（免登码）换取账号 access_token。

切记 access_token 只可以存储在应用后台，不要暴露到前端页面，否则会有安全风险。

调用方法：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meeting.tencent.com/wemeet- webapi/v2/oauth2/oauth/access_toke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dk_id 是 String OAuth 应用 ID

secret 是 String OAuth 应用密钥

auth_code 是 String 免登码，有效期五分钟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de Int 响应码

message String 响应描述

nonce String 请求 TracelD，可用于链路追踪

data Object 响应数据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ccess_token String 访问凭证（有效期6小时）

refresh_token String
用户刷新 access token 凭证（有效期30天）。刷新 access_token 时将同时自动续

期30天。

expires Int 过期时间，时间戳（单位秒）

open_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同一 OAuth 应用，同一用户，值唯一）

scopes String （后续废弃）用户授权的权限作用域，字符串数组。

scopes_v2 String 用户授权的权限作用域，字符串数组。

示例

{

"sdk_id":"10066660661",

 "secret":"fde85be844**13d2747d06313123fa", 

"auth_code":"98187ecd**4846ac555a658dcc1122 

}

{

"sdk_id":"10066660661",

 "secret":"fde85be844**13d2747d06313123fa",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4 共739页

无。

输出参数：

在前端进行鉴权之前，需要获取以下签名所需的参数：

"auth_code":"98187ecd**4846ac555a658dcc1122 

}

步骤三：获取 jsapi_ticket

接口描述：

根据 openid，accessToken 获取 jsticket。

jsapi_ticket 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使用。

当前用户获取的 jsapi_ticket，其他用户无法使用。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jsapi/ticket

header：参见文档 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 。

入参

出参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icket string jsticket票据

timestamp string 时间戳

expired_time string 过期时间

示例

{ 

  "code":0, 

  "message”: "SUCCESS"

  "nonce":"98187ecdebca4846",

  "data":{ 

     "access_token": "RRZ6+d8Y+JX2hwBtsmF9LpZwBi2qR/bBu3Wq8TmrGtYoV0FgvbnD985smogkZ6So/IgP5h+Lm+pAoxuR",

     "expires":1606985243,

     "refresh_token": "RZ6+d8Y+JX2hwBtsmF9LpZwBi2gR/bBu3Wg8TmrGtYoV0FqvbnD985smogkZ6SoV IgP5i07r+pQoxu",

    "open_id" : "xqGn7bYSD601jnq8xq01CAlx5h12",

    "scopes":[

        "VIEW_USER_INFO", 

        "VIEW_VIDEO", 

        "MANAGE_VIDEO" 

    ]， 

    "scopes_v2" :[ 

       "personal-user-view", 

       "personal-recording-view",

       "personal-recording-edit" 

        ]，

    },   

}

步骤四：获取签名参数

参数 字段类型 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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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方服务端生成 JS_SDK Config 给到自己的前端。

计算签名的示例代码（包含 go、java、python）可参见： 前端 JS-API 签名示例代码 ；如遇问题，可通过 JS-API 签名工具  进行自检。

JS_SDK Config 包含的字段：

上面参数中的 sign 是对多个参数的签名。签名规则如下：

由于#号是代表一个锚点，计算签名的时候，腾讯会议侧会忽略#号和#号后面的，故接入方也需要用代码处理，忽略掉#号和#号后面的，最终 url 应该为：

https://www.test.com/search/ 。

corp_id String 企业 ID，企业在会议平台备案的 ID

sdk_id String 应用 ID，接入方在会议平台备案的应用 ID

timestamp String 生成前面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nonce_str String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url String

当前需要初始化 JS_SDK 的页面地址，需在腾讯会议客户端内打开该地址 。地址的 域名 必须是在会议平台备案

的 可信域名 。（例如： https://meeting.tencent.com/ ，注意最后的符号；）（推荐从 header 的 refer 里

面去获取，或者通过 location.href 去获取，不要写死）

ticket String 步骤二中的获取到的 JS_SDK Ticket

步骤五：计算签名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rp_id String 企业 ID

sdk_id String 应用 ID

timestamp String 生成前面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nonce_str String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sign String 配置参数签名

签名对应明文的字段

字段顺序   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1 corp_id 企业 ID

2 sdk_id 应用 ID

3 timestamp 生成前面的时间对应秒级时间戳

4 nonce_str 接入方后台随机生成的字符串

5 url 需要初始化 JS_SDK 的当前页面地址（不要转码）

6 ticket 接入方后台请求会议后台获取的 JS_SDK Ticket

签名明文拼接

以下是样例明文，注意字段顺序不可更改，字段间使用"&"间隔：

"corp_id=12345&sdk_id=67890&timestamp=1622517702&nonce_str=abcde&url=https://www.test.com/search?a=1&b=2&tic

注意

url 字段包含协议头、域名、路径、Query 参数，不包含位置参数。例如： https://www.test.com/search?a=1&b=2 。

若当前 url 最后带有#号，例如： https://www.test.com/search/#/ 。

签名方法：sha256。

步骤六：引入使用的 J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774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tools/jsapi-s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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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方法请参见： 引用方法 。

调用 permission.agentConfig，实现第三方应用 JSAPI 鉴权。

授权请求入参：

param：AuthConfigParam

返回 Promise<void>。

步骤七鉴权通过以后就可以调用 JSAPI 了。

步骤七：JSAPI 鉴权

注意

wemeet.permission.agentConfig 中所有的参数必须直接来自服务端，不能直接在前端定义。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dkId String 应用 ID

corpId String 企业 ID

signature String 签名

nonceStr String 生成签名的随机串

timestamp String 生成签名的时间戳

代码示例

wemeet.permission.agentConfig({

  sdkId: SDKID,

  corpId: CROPID,

  signature: SINGATURE,

  nonceStr: NONCE_STR,

  timestamp: TIMESTAMP,

})

  .then(() => {

  })

  // success

  .catch((err) => {

    // failed

  });

步骤八：调用 JS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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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登授权

企业自建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09:03:04

业务侧需要获取用户信息时，可通过该方法获取用户的 userid，如果是已授权审批通过的账户可以直接使用 JSSDK 获取授权码，引用方法请参见 引用方法 。

请求入参（param：RequestAuthCodeParam）：

返回 Promise AuthCodeData：

使用场景说明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permission.requestAuthCode，实现企业自建应用获取免登授权码。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dkId String 应用 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uthCode String 授权码

示例

wemeet.permission.requestAuthCode({

 sdkId: "xxxxxx",

})

 .then((resp) => {

   const code = resp.authCode;

 })

 .catch((err) => {

   //

 });

注意

授权码需要发送给后台，通过临时授权码 auth_code 获取 user_id，临时授权码只能使用一次，有效期为5m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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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09:03:08

业务侧需要获取用户信息时，可通过该方法获取用户的 open_id。 

方式如下：

按照方式二，尝试通过 JS-SDK 获取 auth_code；若成功则通过该 auth_code 换取用户 access_token 并调用 API；若失败，则通过方式一获取用户授

权；

此处不推荐每次打开应用都走方式一和方式二，用户会反复授权，体验不佳。

要申请用户授权码，须在腾讯会议的 OAuth2.0 授权页完成，在该页面上腾讯会议用户可以接受或拒绝应用程序的授权申请。 

腾讯会议的 OAuth2.0 授权页 应用授权 。

构造如下跳转链接，此链接处理成功后，会重定向跳转到指定的 redirect_uri，并向 url 追加临时授权码 auth_code 及 state 两个参数，具体调用方法请参

见 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 。 

跳转链接示例：

使用场景说明

方式一：通过授权链接获取 Auth_code

构造要跳转的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authorize.html?corp_id= xxxxxx&sdk_id= xxxxxx&redirect_uri= xxxxxx&state= xxxxxx

https://meeting.tencent.com/qrcode-login.html?slim=1&redirect_link=https%3A%2F%2Fmeeting.tencent.com%2Fmarketplace%2Fauthorize.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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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到腾讯会议授权页面，授权成功后会重定向跳转到指定的 redirectURL，并向 url 追加临时授权码 auth_code 及 state 两个参数。

企业账户进行第一次授权时，会向该企业的管理员申请应用使用权限，需要管理员审批通过后才能授权。

已授权的用户，调用 JSSDK 可以获取授权码，否则，需要开发者跳转至授权地址，请参见 引用方法 。

授权请求入参（param：RequestAuthCodeParam）：

返回 Promise<void>。

方式二：JS-SDK 获取 Auth_code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permission.requestAgentAuthCode，实现第三方应用获取免登授权码。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dkId String 应用 ID

示例

wemeet.permission.requestAgentAuthCode({

  sdkId: "xxxxxx",

})

  .then((resp) => {

    const code = resp.authCode;

  })

  .catch((err)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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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请求入参（param：RequestAuthCodeParam）：

返回 <void>。

注意

授权码需要发送给后台，通过临时授权码 auth_code 获取 access_token，临时授权码只能使用一次，有效期为5min。 

每次换取的 access_token 和 refresh_token 都需要被存取并替换已有的 tokens，旧的 token 将在新的 token 获取之后失效，开发者应在实现

逻辑上避免出现同时使用两个 token 的情况，例如多个任务各自获取 token 导致先申请的 token 失效而出现报错。

当前页面跳转到授权页

描述：调用 permission.requestAuth，应用自动跳转到授权页，实现发起授权。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rpId String 应用企业 ID

redirectURI String redirectURI

sdkId String 应用 ID

state Undefined、String 重定向后会带上 state 参数，开发者可以填 写 a-zA-Z0-9 的参数值，最多128字节

Optional Undefined、String customAuthPage

示例

wemeet.permission.requestAuth({

  corpId: "xxxxxx",

  sdkId: "xxxxxx",

  redirectURI: "https://xxxxxx",

  state: "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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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能力介绍

一起用模式

功能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2 16:47:13

一起用或一起玩是参会者与应用之间的一种新的交互方式，其利用了消息通道、屏幕共享、以及会议强大的音视频通讯能力给用户带来了流畅的多地远程协作的应

用使用体验，非常适合于本身具有远程协作能力或者需要用户间实时互动的应用和游戏进行接入。

配置了一起用的应用的顶部栏将出现一起用按键，发起者单击将对全场会议发起一起用环节。应用可以通过 JSAPI 控制一起用按键显隐使其只出现在合适的页

面。

功能介绍

概述

交互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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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者发起一起用后，应用将以演讲者模式出现在视频画面区域，并在顶部出现正在一起使用应用的状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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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发起者会看到发起者应用的屏幕共享直观的感受到发起者对应用的使用，同时会收到一条消息通知邀请加入到一起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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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发起者加入后应用将替代屏幕共享出现在视频区域，此时便可以与发起者一起使用该应用（页面中的消息通道，用户间的交互需要应用方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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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发起者离开协作后应用将会被关闭并重新看到发起者应用的屏幕共享，同时客户端顶部有再次加入一起用环境的常驻状态条。

目前，仅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可以发起一起用。

用户发起和加入流程图

谁可以发起一起用环节

应用配置一起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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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可以在应用管理后台 我的应用 > 创建的应用 ，或者 企业应用管理 > 创建的应用  为应用开启一起用模式。 

配置时可选择是否对应用画面进行屏幕共享，如不勾选，则发起一起用时不会对应用画面进行屏幕共享，仅发送邀请通知。

如应用为游戏娱乐类型，可将入口配置为一起玩。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user-third-party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corp-third-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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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PI 接口文档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17:45:45

调用 wemeet.collaboration.start 发起一起用。

调用 wemeet.collaboration.end 结束一起用。

发起一起用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2.0

是否需要鉴权：否

示例

const { AppHandleRespType } = wemeet;

const callback = (resp) => {

  const { status, message } = resp;

  if (status === AppHandleRespType.SUCCESS) {

    console.log('startCollaboration success');

  } else if (status === AppHandleRespType.CANCELED) {

    console.log('user canceled');

  } else {

    // status === AppHandleRespType.FAILED

    console.log('startCollaboration failed');

  }

};

wemeet.collaboration.start({

  callback,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startCollaboration failed');

  })

结束一起用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2.0

是否需要鉴权：否

示例

const { AppHandleRespType } = wemeet;

const callback = (resp) => {

  const { status, message } = resp;

  if (status === AppHandleRespType.SUCCESS) {

    console.log('endCollaboration success');

  } else if (status === AppHandleRespType.CANCELED) {

    console.log('user canceled');

  } else {

    // status === AppHandleRespType.FAILED

    console.log('endCollaboration failed');

  }

};

wemeet.collaboration.end({

  callback,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endCollaboration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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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wemeet.collaboration.join 加入一起用。

调用 wemeet.collaboration.leave 离开一起用。

调用 wemeet.app.getRunningContext 接口获取应用当前运行的场景值。

返回 Promise_\<RunningContextData\> 。

  })

加入一起用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2.0

是否需要鉴权：否

示例

wemeet.collaboration.join()

  .then(() => {

    console.log('joinCollaboration success');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joinCollaboration failed');

  })

离开一起用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2.0

是否需要鉴权：否

示例

wemeet.collaboration.leave()

  .then(() => {

    console.log('leaveCollaboration success');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leaveCollaboration failed');

  })

获取应用当前运行的场景值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1.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scene：

"inmeeting"

"preMeetingDetail"

"inCollaboration"

"historyMeetingDetail"

"unknown"

运行场景：

inmeeting（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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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wemeet.collaboration.getContext 接口获取当前一起用环节相关信息。

返回 Promise_\<CollaborationContext\>

调用 wemeet.collaboration.setCollaborationConfig 接口设置一起用配置项。

inCollaboration（一起用模式）

preMeetingDetail（会前预定会议、会议详情等）

historyMeetingDetail（会后历史详情）

unknown（未知）

获取当前一起用相关信息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2.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ctiveID String 本次一起用 ID

url String 本次协作的 url

示例

wemeet.collaboration.getContext()

  .then(() => {

    console.log('getCollaborationContext success');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getCollaborationContext failed');

  })

设置一起用配置项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2.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可选

url Undefined、String 一起用 url，若不配置则发起时默认为当前页面 url optional

visible Undefined、False、True 应用顶部栏显示一起用按键，若不配置默认为展示 optional

示例

wemeet.collaboration.setCollaborationConfig({

  visible: false,

  url: 'https://xxxxxxxx',

})

  .then(() => {

    console.log('setCollaborationConfig success');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setCollaborationConfig fa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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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注册方式参照客户端 API 事件监听部分。

一起用环节发生变化（collaboration-change）

事件监听

客户端支持：Windows、Mac、IOS、Android

支持版本：3.12.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 类型 说明

action String "start"、"join"、"leave"、"end" 一起用状态流转

activeId String 一起用 ID

msOpenId String 临时用户 ID

openId Undefined、String optional，已授权的用户返回

timestamp Number 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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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PI 参考

获取应用当前运行的场景值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6 10:59:54

返回 Promise < RunningContextData >。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app.getRunningContext 接口获取应用当前运行的场景值。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1.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cene String

inmeeting（会中）

preMeetingDetail（会前预定会议、会议详情等）

inCollaboration（一起用模式）

historyMeetingDetail（会后历史详情）

deviceId（v3.14） String 设备 ID

msMeetingId（v3.14） String 临时会议 ID，仅本场会议有效

msOpenId（v3.14） String 用户临时 open_id，仅本次会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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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App 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08

获取 App 版本信息，返回 promise ClientInfo。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app.getAppInfo，获取当前客户端信息。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ppVersion String App 版本

clientLanguage String 客户端当前语言

instanceId Number App 对应的 instance id

代码示例

const version = await app.getAp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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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客户端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12

GET 方法调用，返回 String，表示会议客户端版本。

接口描述

描述：GET 方法调用 app.version，获取当前客户端版本。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代码示例

wemeet.app.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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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前版本做对比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16

返回结果（-1：小于给定版本，0：等于给定版本，1：大于给定版本）。

如果传入不可转为版本的字符串视为0处理。例如：'character.1.2' -> '0.1.2'。

返回 Promise VersionCompareType。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app.compare，与当前版本做对比。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代码示例

当前版本 2.0.0

let compareResult = await app.compare('0.0.0')

                   .catch(() => VersionCompareType.GREATER);

console.log(compareResult); // VersionCompareType.GREATER

VersionCompareType.LESS      -1  当前版本小于传入版本

VersionCompareType.EQUAL      0  当前版本等于传入版本

VersionCompareType.GREATER    1  当前版本大于传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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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否在客户端环境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21

无。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 UA 来判断 app/tencent_wemeet 是否在 app webview 环境。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代码示例

const isInWemeet = navigator.userAgent.includes('app/tencent_we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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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customerData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29

返回 Promise MeetingCustomerData。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用户通过专属链接入会时携带的 CustomerData。

支持的版本：3.2.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绑定应用 API 调用者将 enable_customer_data  字段设为1（请参见 客户端 API 绑定扩展应用部 ）

参数说明

代码示例

wemeet.meeting.getCustomerData()

    .then(resp => {

        const { customerData } = resp;

        console.log(customerData); // 入会携带的自定义参数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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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基础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34

返回 Promise MeetingOpenUserInfo。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用户的基础信息（meeting.getUserInfo）。

支持的版本：3.2.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鉴权（查看用户基础信息权限）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nId String 用户的 openId，没有授权或授权失效，则无此数据

nickname String 用户会中的昵称

msOpenId String 用户在当前会议中的临时 openId，同一个用户在不同的会议该参数不同

openCorp

Id
String 用户的企业 ID（3.4.0以上版本支持）

roleType
RoleTyp

e

0：无类型 

1：主持人

2：联席主持人 

3：参会用户

4：内部嘉宾（定会的时候指定）

5：外部嘉宾（观众升级上来的）

6：嘉宾（降级再升级的是嘉宾）

7：观众

8：翻译员

avatarUrl String 头像地址（3.7.0以上版本支持）

代码示例

wemeet.meeting.getUse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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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参会者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38

返回 Promise MeetingUserList。

MeetingUser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当前会议的参会者列表。

支持的版本：3.2.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鉴权（查看会议信息权限和主持人身份）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hasMore boolean 当前时刻是否还有下一页更多数据

timeout number 超时时间（非必填）

userList
MeetingUser

[]
用户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ndex string  分页锚点，下一页数据不会包含此锚点用户

openId string 用户的 openId，没有授权或授权失效，则无此数据

nickname string 用户会中的昵称

msOpenId string 用户在当前会议中的临时 openId，同一个用户在不同的会议该参数不同

roleType RoleType

0：无类型 

1：主持人 

2：联席主持人 

3：参会用户 

4：内部嘉宾（定会的时候指定） 

5：外部嘉宾（观众升级上来的） 

6：嘉宾（降级再升级的是嘉宾） 

7：观众 

8：翻译员

代码示例

wemeet.meeting.getUs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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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成员音频设备是否开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1:56:55

返回 Promise boolea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会中成员音频设备状态（meeting.isAudioOn）。

支持的版本：3.9.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鉴权（查看会议信息权限）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OpenId String 用户的临时 open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sAudioOn Boolean 用户的视频设备是否开启

示例

const isAudioOn = await wemeet.meeting.isAudioOn();

or

wemeet.meeting.isAudioOn()

    .then((isAudioOn) => {

        console.log(isAudioOn);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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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成员视频设备是否开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1:58:03

返回 Promise boolea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会中成员视频设备状态（meeting.isVideoOn）。

支持的版本：3.9.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鉴权（查看会议信息权限）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OpenId String 用户的临时 open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sVideoOn Boolean 用户的音频设备是否开启

示例

const isVideoOn = await wemeet meeting isVideoOn

or

wemeet meeting isVideoOn

    then isVideoOn  => 

        console log isVideoOn

    

    catch err  => 

        console error 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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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手机号获取动态令牌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53

接口描述

描述：data.getPhoneNumber。

支持的版本：3.11.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ccess Function 授权成功回调函数

fail Function 授权失败回调函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de Int 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

token String 动态令牌，可通过 RestApi 接口换取用户手机号

code /
0：success（成功） 

1：cancel（取消）

message /
"success"：success（成功） 

"get auto\_code is canceled"：cancel（取消）

代码示例

import *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wemeet.data.getPhoneNumber({

       success: ({ code, message, token }) => {

            // handler

       },

      fail: ({ code, message }) => {

           // handler

      },

}).catch(e => console.err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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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8:57

调用 wemeet.addEventListener，添加会议监听事件。

'sidebar-position-changed'：WebAppPositionInfo。

接口描述

事件列表

侧边栏应用位置发生变化 v2.17： 

会中自身信息发生变化：

 'inmeeting-user-info'：InmeetingUserInfo。

import *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wemeet.addEventListener('sidebar-position-changed', () => {

  // callback

})

wemeet.removeEventListeners()：移除监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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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

获取当前会议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9:02

返回 Promise MeetingInfo。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meeting.getCurrMeetingInfo，获取当前会议信息。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获取会议信息权限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类型说明 参数描述 可选

breakou

tRoomId

Undefine

d
String 分组会议 ID

option

al

breakou

tRoomN

ame

Undefine

d
String 是否为分组名称

option

al

enableW

atermar

k

Undefine

d

False / 

True
是否打开水印

option

al

isBreako

utRoom

Started

Undefine

d

False / 

True
分组会议是否已经开始

option

al

isInBrea

kOutRoo

m

Undefine

d

False / 

True
是否为分组会议

option

al

isInMeet

ing
Boolean - 是否在会议中 -

meeting

Code

Undefine

d
String 会议号

option

al

meetingI

d

Undefine

d
String 会议 ID

option

al

meeting

Subject

Undefine

d
String 会议主题

option

al

meeting

Type
- -

会议类型：

0：REGULAR普通预定会议

1：RECURRING（周期性会议）

2：WECHART_PRIVATE（微信特邀会议）

3：ROOMS_PROJECTION（Rooms 投屏会议）

4：QUICK_START（普通快速会议）

5：QUICK_PERSONAL（个人会议号快速会议）

6：WEBINAR（在线大会）

option

al

roleType - - 会议角色：

0：NONE（无类型）

1：HOST（主持人）

2：CO_HOST（联席主持人）

3：NORMAL_USER（参会用户）

optio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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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NSIDE_PANELIST（内部嘉宾（定会的时候指定））

5：OUTSIDE_PANELIST（外部嘉宾（观众升级上来的））

6：PANELIST（嘉宾（降级再升级的是嘉宾））

7：ATTENDEE（观众）

8：SI_USER（翻译员）

subMeet

ingId

Undefine

d
String 周期性会议子会议号（3.7.0以上版本支持）

option

al

代码示例

wemeet.permission.agen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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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第三方应用 JSAPI 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5:13:59

授权请求入参（param：AuthConfigParam）：

返回 Promise void。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permission.agentConfig，实现第三方应用 JSAPI 鉴权。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rpId String 授权成功回调函数

nonceStr String 生成签名的随机串

sdkId String 应用 ID

signature String 签名

timeout Undefined、Number 超时时间

timestamp String 生成签名的时间戳

代码示例

wemeet.permission.agentConfig(

  sdkId: SDKID

  corpId: CROPID

  signature: SINGATURE

  nonceStr: NONCE_STR

  timestamp: TIMESTAMP

)

  .then(() => 

  )

  // success

  .catch((err) => 

    // failed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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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建应用 JSAPI 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5:13:59

授权请求入参（param：AuthConfigParam）：

返回 Promise void。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permission.config，实现企业自建应用 JSAPI 鉴权配置。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rpId String 应用的企业 ID

nonceStr String 生成签名的随机串

sdkId String 应用 ID

signature String 签名

timeout Undefined、Number 超时时间

timestamp String 生成签名的时间戳

代码示例

wemeet.permission.config(

  sdkId: SDKID

  corpId: CROPID

  signature: SINGATURE

  nonceStr: NONCE_STR

  timestamp: TIMESTAMP

)

  .then(() => 

  // success

  )

   .catch((err) => 

    // failed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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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当前应用的 JSAPI 鉴权状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9:20

timeout：超时时间（可选）

Promise：JsApiConfigData（0：失败，1：成功）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permission.checkJsApiConfig，检查当前应用的 JSAPI 鉴权状态。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参数

代码示例

wemeet.permission.checkJsApi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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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关闭客户端 loading 页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9:39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ui.closeLoading，关闭客户端 loading 页。

支持的版本：3.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代码示例

wemeet.ui.close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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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客户端 loading 页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9:44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ui.showLoading，打开客户端 loading 页。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可选

message String 需要显示的 loading text -

timeout Undefined、number 超时时间 optional

代码示例

wemeet.ui.show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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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当前 webview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9:48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ui.closeWebView，关闭当前 webview。

支持的版本：2.17.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代码示例

wemeet.ui.closeWe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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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客户端全屏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9:52

接口描述

描述：

调用 ui.requestFullscreen，设置腾讯会议窗口全屏。

建议在用户操作页面全屏相关按钮后调用，避免默认调用导致用户没有预期。

支持的版本：3.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代码示例

await wemeet.ui.requestFull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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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webview 头部通栏背景颜色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49:57

接口描述

描述：ui.setNavHeaderBackground。

支持的版本：3.9.0

支持的客户端：iOS， Andro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bgColor string 背景通栏颜色，例如 '#FFFFFF'，或 rgba（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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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应用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01

接口描述

描述：ui.changeWebAppPosition。用户共享屏幕时，无法将应用切换至主视图布局。

支持的版本：3.6.0

是否需要鉴权：否

支持的客户端：iOS， Andro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osition Number

1：POPUP 

2：SIDE_BAR

4：MAJOR_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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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应用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06

WebAppPositionInfoResp：

接口描述

描述：ui.getWebAppPosition。

支持的版本：3.9.0

是否需要鉴权：否

支持的客户端：iOS， Andro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osition Number

应用位置：

1：弹窗

2：侧边栏

4：主视图内嵌

8：自定义布局

16：覆盖布局

supportPosition Number

1：弹窗

2：侧边栏

4：主视图内嵌

8：自定义布局

16：覆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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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客户端全屏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10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ui.exitFullscreen，退出腾讯会议窗口全屏。

支持的版本：3.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代码示例

await wemeet.ui.exitFull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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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webview“更多”菜单中选项显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16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ui.setMoreMenu，设置 webview 顶部 ... 菜单中的选项复制链接并在浏览器中打开，默认不展示，设置后展示。

支持的版本：2.2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代码示例

const { ui, HeaderMenuItem } = wemeet;

ui.setMoreMenu({

  menuList: [

    HeaderMenuItem.COPY_URL,

    HeaderMenuItem.EXTERNAL_BROWSER

  ],

})

  .then(() => {

    // console.log('success');

  })

  .catch((err) => {

    // console.log(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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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应用在屏幕共享时是否能被屏幕共享流抓取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20

接口描述

描述：

应用在会议主画面时不可用；默认不允许被桌面共享流抓取。

调用 ui.setWindowShareMode，将应用窗口设置为可通过屏幕共享。

说明

仅在应用弹出视图下调用生效；建议搭配 wemeet.addEventListener'sidebar-position-changed'  使用，监听到切换为弹出视图时调用一次。

支持的版本：

MAC：2.16.0

WIN：2.16.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代码示例

const { ui, WindowShareMode } = wemeet;

await ui.setWindowShareMode({

    mode: WindowShareMode.ENABLE, // WindowShareMode.EN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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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虚拟背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09:02:20

接口描述

描述：wemeet.ui.setVirtualBackground。

支持的版本：3.9.0

是否需要鉴权：虚拟背景设置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可选

contentTyp

e
String

image/png-png 格式 

image/jpeg-jpg 格式 

image/bmp-bmp 格式 

video/mp4 -mp4 格式

video/quicktime-mov 格式

必填

url String 背景下载地址 必填

md5 String 图片或者视频的 md5 值 必填

progress
{Progress：

Number}
progress：当前虚拟背景设置进度 必填

success - 成功回调 必填

fail

{Code：

Number，

Message：

String}

虚拟背景设置失败的类型： 

1：kVBKErrorParam

2：kVBKErrorFileWidthOrHeightTooLarge

3：kVBKErrorFileWidthOrHeightTooSmall

4：kVBKErrorFileDecodeFailed

5：kVBKErrorFileSizeTooBig

6：kVBKErrorIsBusying

必填

代码示例

wemeet.ui.setVirtualBackground({

  contentType: MatterContentType.BMP,

  url: 'https://www.baidu',

  progress: ({ progress }) => {

  },

  success: () => {

  },

  fail: ({ code, message }) => {

  },

  md5: 'sdfasdfadsf213213',

}).catch(e => console.err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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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虚拟背景为模糊背景或空背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09:03:00

设置为空背景。

接口描述

描述：wemeet.ui.setVirtualBackgroundByType。

支持的版本：3.11.0

是否需要鉴权：虚拟背景设置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可选

backgroundType String
BackgroundType.NULL：空背景

BackgroundType.BLUR：模糊背景
必填

代码示例

import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const { BackgroundType } = wemeet.enums;

wemeet.ui.setWebModalAction({

      backgroundType: BackgroundType.NULL,

 }) .catch(e => console.err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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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虚拟背景设置页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09:03:36

无。

接口描述

描述：wemeet.ui.openVirtualBackgroundSetting。

支持的版本：3.11.0

是否需要鉴权：虚拟背景设置

输入参数

代码示例

import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wemeet.ui.openVirtualBackgroundSetting() .catch(e => console.err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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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部浏览器打开外部 URL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35:26

在应用管理后台 > 安全配置 > H5 可信域名，添加应用需要访问的 URL 的可信域名。 

使用场景

业务方需要用浏览器打开外部的链接地址。

通过浏览器实现下载文件。

注意

使用此方法时，浏览器打开可信域名的 URL 时，将会向用户弹框来获取用户的许可，界面如下：

操作步骤

步骤一：配置 H5 可信域名

步骤二：JS-API 调用

JSAPI 接口：wemeet.ui.openExternalPage

支持版本：3.13.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代码示例

wemeet ui openExternalP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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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OpenUrlParam 打开 webview 的地址，只支持 HTTPS 协议。

 url: 'https://xxxxxxxx'

 success:  => 

   console log 'openExternalPage success'

 

 fail: err  => 

   console log 'openExternalPage canceled'  err

 

 catch err => 

   console error 'openExternalPage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数说明

错误码

错误码 说明

10 参数错误

2006、2007 应用已下架

2011 跳转链接只支持 HTTPS 协议

2009 跳转链接不合法，仅支持可信域名内的链接

20 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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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事件

添加监听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45

事件名：addEventListener 

事件说明：调用 addEventListener，添加监听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 场景 1: 使用 import 引入 

import { event }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const handler = () => console.log('description');

event.addEventListener('event name', handler);  

场景 2:使用 script 引入 

<script src="xxxx""></script> const handler = () => console.log('description');

wemeet.event.addEventListener('event name', handler);  

or 

wemeet.addEventListener('event name', 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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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监听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50

事件名：removeEventListener 

事件说明：取消监听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 场景 1: 使用 import 引入 

import { event }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const handler = () => console.log('description'); event.removeEventListener('event name', handler);  

场景 2:使用 script 引入 

<script src="xxxx""></script> const handler = () => console.log('description'); wemeet.event.removeEventListener('event name

or  

wemeet.removeEventListener('event name', 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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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所有对某个事件的监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54

事件名：removeEventListeners 

事件说明：取消所有对某个事件的监听。

事件描述

示例

* 场景 1: 使用 import 引入 

import { event }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event.removeEventListeners('resume');  

场景 2:使用 script 引入 

<script src="xxxx""></script> wemeet.event.removeEventListeners('resume');  

or  

wemeet.removeEventListeners('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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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所有监听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0:59

事件名：removeAllEventListener 

事件说明：取消所有监听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 场景 1: 使用 import 引入 

import { event }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event.removeAllEventListener();  

场景 2:使用 script 引入 

<script src="xxxx""></script> wemeet.event.removeAllEventListener();  

or  

wemeet.removeAllEvent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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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1:03

MeetingUser：

侧边栏应用位置发生变化

支持版本： v2.17

'sidebar-position-changed'：WebAppPositionInfo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ebAppPosition Number

应用位置：

1：弹窗

2：侧边栏

4：主视图内嵌

8：自定义布局

16：覆盖布局

会中自身信息发生变化

支持版本： v3.8.6

'inmeeting-user-info'：InmeetingUserInfo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sCohost Boolean 是否是联席主持人

isHost Boolean 是否是主持人

nickname String 昵称

语音激励成员发生变化

支持版本： v3.9.2

'speaking-members-changed'：MeetingUser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ndex String 分页锚点，下一页数据不会包含此锚点用户

msOpenId String 用户在当前会议中临时 openId

nickname String 昵称

openId String 用户的 openId，未授权用户无此数据

roleType -

角色信息：

0：无类型 

1：主持人 

2：联席主持人

3：参会用户 

4：内部嘉宾（定会的时候指定） 

5：外部嘉宾（观众升级上来的） 

6：嘉宾（降级再升级的是嘉宾） 

7：观众

8：翻译员

用户音频状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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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版本：3.9.0

支持的版本：3.9.0

user-audio-status： MsOpenId & {isAudioOn: _boolean_}

用户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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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功能

会中分享应用

设置分享按键显隐及内容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1:51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app.setShareOpenAppConfig 设置 webview 顶部栏分享按键显隐及设置。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3.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图例

webview 顶部栏功能栏分享键。

说明：红圈中为支持配置的内容。

会中消息通知。

说明：红圈中为支持配置的内容。

IM 消息卡片。

说明：红圈中为支持配置的内容。

示例

wemeet.app.setShareOpenAppConfig({

    shareEnable: true, // webview顶部栏分享按键是否可见   

    title: '测试标题', //IM消息卡片标题

    desc: "xxxxxxxxx",    // IM消息卡片描述

    notifyDesc: "xxxxxxxxx", //会中消息通知文案

    confirmBtnText: "xxxxxxxxx", //会中消息通知确认按钮文案

    pcUrl: "http://xxxxx",  //桌面端分享url

    mobileUrl: "http://xxxxx",//移动端分享url

})   

   .then((res) => {     

       console.log('succ', res);   

   })   

   .catch((e) => {     

       console.error(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hareEnable Boolean 控制 webview 顶部栏是否展示分享按键。

title String 设置 IM 消息卡片的标题；optional，如不设置则默认标题为：邀请您使用应用名称，如设置为空值则不展示。

desc String 设置 IM 消息卡片上的描述文案；optional，如不设置则默认为应用简介。

notifyDesc String 设置会中消息通知文案；optional，如不设置则默认不展示，如设置为空值则不展示。

confirmBtnText String 设置会中消息通知确认按钮文案；optional，如不设置则默认为：打开应用，如设置为空值则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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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Url String 设置桌面端分享页面 URL；optional，如不设置则默认为创建应用时填写的桌面端主页地址，如设置为空值则不

展示。URL 必须为 " http:// " or " https:// "

mobileUrl String
设置移动端分享页面 URL；optional，如不设置则默认为创建应用时填写的移动端主页地址，如设置为空值则不

展示。URL 必须为 " http:// " or " htt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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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起原生应用分享 UI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1:55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app.shareOpenApp 唤起原生应用分享 UI。

客户端支持：Win/Mac/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3.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图例

代码示例

wemeet.app.shareOpenApp()   

   .then((res) => {     

       console.log('succ', res);   

   })   

   .catch((e) => {     

       console.err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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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分享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1:59

事件名：open-app-shared

事件描述

示例

#结果返回

{

"code": ""#分享结果，0:成功，1:失败

"message":""#分享结果消息，分享成功/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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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04

错误代码      说明   

10 参数无效

2010 应用类型不支持分享

2004 网页配置不存在或已删除

2005 网页配置已禁用

2006 应用不存在或已删除

2007 应用已禁用

2008 应用不允许企业外成员使用

2009 非授信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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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方式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15

应用通过 wemeet.app.setShareOpenAppConfig 设置是否展示顶部栏分享键以及分享内容。如应用未调用 JSAPI 设置 setShareOpenAppConfig，

分享将默认展示，并配置分享页面为应用主页。

1. 用户单击顶部栏分享键进行分享。

2. 原生分享组件被唤起，用户完成对分享对象的选择并进行发送。

通过 webview 顶部功能栏分享键进行分享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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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分享的会中成员将收到会中消息通知和 IM 消息卡片。 

4. 单击通知上按键或 IM 消息卡片打开应用，加载应用主页或指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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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通过 wemeet.app.setShareOpenAppConfig 设置是否展示顶部栏分享键以及分享内容。

1. 用户单击页面内应用自己实现的分享键进行分享。

2. 用户单击按键后，应用调用 wemeet.app.shareOpenApp 接口唤起原生分享组件，用户完成对分享对象的选择并进行发送。

3. 被分享的会中成员将收到会中消息通知和 IM 消息卡片。 

通过页面内应用自己实现的分享键进行分享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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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通知上按键或 IM 消息卡片打开应用，加载应用主页或指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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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应用画面

功能描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22

支持参会成员对应用进行屏幕共享。发起共享后，应用将以独立窗口的形式进行视频共享。

功能支持版本：3.10及以上版本 

桌面端

图例

应用 webiew 顶部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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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共享预览页

全部页面

会中应用专门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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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请使用腾讯会议 App 底部工具栏的屏幕共享按键进行共享。

JSAPI 接口调用

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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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起共享应用窗口的确认框（桌面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27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app.shareWebAppWindow 唤起共享应用画面的原生弹窗。

客户端支持：Win/Mac

支持的版本：3.1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参数描述

mode Int 是
1：SCREEN_ONLY（仅共享应用画面）  

2：SCREEN_WHIT_AUDIO（同时共享电脑声音）

示例

const { ScreenShareMode } = wemeet;

wemeet.app.shareWebAppWindow({

 mode: ScreenShareMode.SCREEN_WHIT_AUDIO,

 success: () => {

   console.log('shareWebAppWindow success');

 },

 fail: (err) => {

   console.log('shareWebAppWindow canceled', err);

 }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shareWebAppWindow error');

 })

错误码（bizCode ）

错误码      说明   

0 未知错误

1 参数错误

2 平台不支持

3 取消共享

4 没有权限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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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ebview 顶部工具栏和屏幕共享预览页内共享入口的显隐

（桌面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31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app.configShareWebAppWindow 配置入口显隐。

客户端支持：Win/Mac

支持的版本：3.1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参数描述

shareButton Int 是
1：显示

2：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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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起结束共享应用画面的确认框（桌面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37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app.stopShareWebAppWindow 唤起结束应用画面共享的确认框。

客户端支持：Win/Mac

支持的版本：3.10.5

是否需要鉴权：否

示例

wemeet.app.stopShareWebAppWindow({

 success: () => {

   console.log('stopShareWebAppWindow success');

 },

 fail: (err) => {

   console.log('stopShareWebAppWindow canceled', err);

 }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stopShareWebAppWindow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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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屏幕共享（移动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42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ui.shareUserScreen 发起移动端的屏幕共享。

客户端支持：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错误码（ bizCode）

错误码      说明   

0 未知错误

1 参数错误

2 平台不支持

3 取消共享

4 没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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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调用屏幕共享（移动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46

接口描述

描述：调用 wemeet.ui.shareUserScreen 发起移动端的屏幕共享。

客户端支持：iOS/Android

支持的版本：3.10.5

是否需要鉴权：否

示例

wemeet.ui.stopShareUserScreen({

 success: () => {

   console.log('stopShareUserScreen success');

 },

 fail: (err) => {

   console.log('stopShareUserScreen canceled', err);

 }

})

 .catch(err => {

   console.error('stopShareUserScreen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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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监听

webapp-window-share-state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2:56

接口描述

描述：配置该事件监听应用共享状态。

客户端支持：Win/Mac

支持的版本：3.10.0

是否需要鉴权：否

状态值

0：共享失败

1：共享开始

2：共享停止

3：共享暂停

4：共享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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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creen-statu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3:00

接口描述

描述：配置该事件监听用户屏幕共享状态（可在移动端配合使用）。

客户端支持：iOS/Android/Win/Mac

支持的版本：3.9.0

是否需要鉴权：否

状态值

true：共享中

false：共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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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组件

渲染原生视频组件（tm-live-video）

功能描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06

客户端支持在 Webview 上渲染原生视频组件（v3.9.0 起支持同层渲染）。

渲染原生视频组件上限数量：PC 端（Window、Mac）上限为 25个，移动端（iOS、Android）上限为20个。

说明

需要先完成接口鉴权才能调用，包括调用 binduser 或者创建自定义标签，否则会鉴权失败，无法展示视频（鉴权请查看"权限"章节，例如"第三方应用 

JSAPI 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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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11

EmbeddedStreamType：

属性 类型 默认值
必

填
说明

id string - 否
ID 定义了一个全文档唯一的标识符（ID）。其规定 HTML 元素

的唯一的 ID。

userid string - 否 用户 ID。

msopeni

d
string - 否

用户在当前会议中的临时 openId，同一个用户在不同的会议该参

数不同。

streamty

pe

EmbeddedStream

Type

EmbeddedStreamType.

VIDEO
否

视频流类型：

EmbeddedStreamType.VIDEO：视频

EmbeddedStreamType.SCREEN_SHARING：屏幕共

享

说明

userid 和 msopenid 这两个参数必须有一个参数存在不为空值。tm-live-video 标签的属性值皆为小写英文（例如：userid、msopenid、

streamtype）。

0：VIDEO（会议中用户的视频）。

1：SCREEN_SHARING（会议中用户的屏幕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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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PI 接口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17

创建 tm-live-video 上下文 LiveVideoContext 对象。

功能描述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d String  tm-live-video，组件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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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VideoContext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23

LiveVideoContext 实例，可通过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 获取。

LiveVideoContext 通过 id 跟一个 tm-live-video 组件绑定，操作对应的 tm-live-video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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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VideoContext 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28

liveVideoContext.bindUser（option：object）

功能描述：

切换另外一个会议中用户的视频或者屏幕共享。

参数：

option：object

属性    类型    默认值    必填    描述 

userId String - 否 用户 ID。

msOpe

nId
String - 否 用户在当前会议中的临时 openId，同一个用户在不同的会议该参数不同。

stream

Type

EmbeddedStr

eamType

EmbeddedStrea

mType.VIDEO
否

视频流类型：EmbeddedStreamType.VIDEO：视频

EmbeddedStreamType.SCREEN\_SHARING：屏幕共享

说明：

liveVideoContext.bindUser 接口参数值为驼峰（例如：userId、msOpenId、strea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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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32

通过 js-api 去设置修改为其他用户的视频：

<!-- react\vue等框架中 -->

<tm-live-video

  id={"live-video-ctrl"}

  userid={"xxxxx"}

  msopenid={"xxxxx"}

  streamtype={EmbeddedStreamType.VIDEO}

></tm-live-video>

<!-- 或者 -->

<tm-live-video

  id="live-video-ctrl"

  userid="xxxxx"

  msopenid="xxxxx"

  streamtype="0"

></tm-live-video>

注意

需要在 js-api 接口鉴权成功之后，才能在页面中添加 tm-live-video 、 tm-video  和 tm-audio  等自定义标签。否则自定义标签在调用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 、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 、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  初始化接口会报“Need to call 

JSAPI config first.”的错误。

import *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import { EmbeddedStreamType } from '@src/wemeet-js-sdk';

//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id) 接口需要传入 <tm-live-video> 标签的 id.

const liveVideoContext = await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live-video-ctrl");

liveVideoContext.bindUser({

  userId: 'xxxxx',

  msOpenId: 'xxxxx',

  streamType: EmbeddedStreamType.VIDEO, // or EmbeddedStreamType.SCREEN_SHARING

});

说明

调用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id)  接口时会与 html 页面中 id 所对应的 tm-live-video  标签进行绑定，然后返回对应的 

liveVideoContext 实例去调用 tm-live-video  标签的 js-api。但是若 html 页面中的 tm-live-video  标签发生过被 html 销毁（移除）再重新创

建，这时就需要重新调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id)  接口获取新的 liveVideoContext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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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视频播放器组件（tm-video）

功能描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46

客户端支持在 Webview 上渲染原生视频播放器组件（v3.10.0 起支持同层渲染视频播放器组件）。

说明

需要先完成接口鉴权才能调用，包括调用 binduser 或者创建自定义标签，否则会鉴权失败（鉴权请查看"权限"章节，例如"第三方应用 JSAPI 鉴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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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52

属性 类型 默认值 必填 说明

id String - 否 ID 定义了一个全文档唯一的标识符（ID）。其规定 HTML 元素的唯一的 ID。

src String - 否 视频链接。

controls Boolean false 否 是否在视频底部显示默认控制面板。允许用户控制视频的播放，包括静音，暂停和恢复播放等。

说明

src（视频链接）为非必填属性，初始化好后可以通过调用 videoContext.load({ src: 'xxxxx' })  接口去加载。另外 src（视频链接）必须是一个完

整的 URL（统一资源定位符），包括协议部分、域名部分、文件名部分等（例如：

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BigBuckBunny.m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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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PI 接口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4:56

创建 tm-video 上下文 VideoContext 对象。

功能描述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d String tm-video 组件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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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Context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01

VideoContext 实例，可通过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 获取。

VideoContext 通过 ID 跟一个 tm-video 组件绑定，操作对应的 tm-video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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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Context 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05

功能描述：加载需要播放的视频链接。

参数：

播放视频。

暂停播放。

停止播放。

静音。

解除静音。

功能描述：跳转到指定的播放时间。

参数：

获取当前视频链接。

获取当前视频的播放时间点，单位 ms（毫秒）。

获取当前播放段的时长，单位 ms（毫秒）。

获取当前音量，约定取值范围是[0,1]，如果为0则是静音状态（muted）。

videoContext.load({ src: 'xxx' })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参数描述

src String 否 视频链接。

// 加载需要播放的视频链接。

videoContext.load({ src: "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BigBuckBunny.mp4" });

videoContext.play()

videoContext.pause()

videoContext.stop()

videoContext.mute()

videoContext.unmute()

videoContext.seek({ time: xxx })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参数描述

time Number 是 需要跳转的指定播放时间，单位为 ms（毫秒）。

videoContext.seek({ time: 10 * 1000 });

videoContext.getSrc()

videoContext.getPlaytime()

videoContext.getDuration()

videoContext.getVolume()

videoContext.getMuted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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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静音前的音量。

VideoContext 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10

通过 videoContext.on('event-name', callbackFunction)  方法去监听 VideoContext 的回调事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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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事件回调。

暂停事件回调。

视频加载中事件回调。

视频信息事件回调。

回调参数：

播放错误事件回调。

回调参数：

播放完毕事件回调。

播放进度事件回调。

回调参数：

videoContext.on('on-play', (res) => {

    console.info(res);

});

videoContext.on('on-loaded-metadata', (res) => {

    console.info(res);

});

videoContext.on('on-ended', (res) => {

    console.info(res);

});

播放器事件列表（TmVideoPlayEvent）

on-play

on-pause

on-waiting

on-loaded-metadata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idth Number 视频内容宽 pixel。

height Number 视频内容高 pixel。

duration Number 媒体时长 ms（毫秒）。

on-error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type Number

code Number

arg1 Number

arg2 Number

on-ended

on-time-update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Time Number 当前进度 ms（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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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到指定的播放时间点事件回调。

回调参数：

duration Number 媒体时长 ms（毫秒）。

on-seek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 Number 完成 seek 的进度 ms（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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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15

通过 js-api 去加载需要播放的视频链接：

<!-- react\vue等框架中 -->

<tm-video

  id={"video-ctrl"}

  src={"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BigBuckBunny.mp4"}

  controls={true}

></tm-video>

<!-- 或者 -->

<tm-video

  id="video-ctrl"

  src="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BigBuckBunny.mp4"

  controls="true"

></tm-video>

注意

需要在 js-api 接口鉴权成功之后，才能在页面中添加 tm-live-video 、 tm-video 和 tm-audio  等自定义标签。否则自定义标签在调用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 、 wemeet.createVideoC ontext 、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  初始化接口会报"Need to call 

JSAPI config first."的错误。

import *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id) 接口需要传入 <tm-video> 标签的 id。

const videoContext = await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xxx');

// 加载需要播放的视频链接。

videoContext.load({ src: "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BigBuckBunny.mp4" });

// 播放视频。

videoContext.play();

// 暂停播放。

videoContext.pause();

// 停止播放。

videoContext.stop();

// 静音。

videoContext.mute();

// 解除静音。

videoContext.unmute();

// 跳转到指定的播放时间。参数 time 的单位为 ms（毫秒）

videoContext.seek({ time: 10 * 1000 });

// 获取当前视频链接

videoContext.getSrc();

// 获取当前视频的播放时间点，单位 ms(毫秒)

videoContext.getPlaytime();

// 获取当前播放段的时长，单位 ms(毫秒)

videoContext.getDuration();

// 获取当前音量，约定取值范围是[0,1]，如果为0则是静音状态（muted）

videoContext.getVolume();

// 获取静音前的音量

videoContext.getMutedVolume();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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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id)  接口时会与 html 页面中 id 所对应的 tm-video 标签进行绑定，然后返回对应的 videoContext 实例去调

用 tm-video 标签的 js-api。但是若 html 页面中的 tm-video 标签发生过被 html 销毁（移除）再重新创建，这时就需要重新调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id)  接口获取新的 videoContext 实例。

渲染音频播放器组件（tm-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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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31

客户端支持在 Webview 上渲染原生音频播放器组件（v3.10.0 起支持同层渲染音频播放器组件）。

说明

需要先完成接口鉴权才能调用，包括调用 binduser 或者创建自定义标签，否则会鉴权失败（鉴权请查看"权限"章节，例如"第三方应用 JSAPI 鉴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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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36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参数描述

id String 否 ID 定义了一个全文档唯一的标识符（ID）。其规定 HTML 元素的唯一的 ID。

src String 否 音频链接。

说明

src（音频链接）为非必填属性，初始化好后可以通过调用 audioContext.load({ src: 'xxxxx' })  接口去加载。另外src（音频链接）必须是一个完整

的 URL（统一资源定位符），包括协议部分、域名部分、文件名部分等（例如：

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test.mp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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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PI 接口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41

创建 tm-audio 上下文 AudioContext 对象。

功能描述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d String tm-audio，组件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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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Context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46

AudioContext 实例，可通过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 获取。

AudioContext 通过 ID 跟一个 tm-audio 组件绑定，操作对应的 tm-audio 组件。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9 共739页

AudioContext 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51

功能描述：加载需要播放的音频链接。

参数：

播放音频。

暂停播放。

停止播放。

静音。

解除静音。

功能描述：跳转到指定的播放时间。

参数：

获取当前音频链接。

获取当前音频的播放时间点，单位 ms（毫秒）。

获取当前播放段的时长，单位 ms（毫秒）。

获取当前音量，约定取值范围是[0,1]，如果为0则是静音状态（muted）。

接口

audioContext.load({ src: 'xxx' })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参数描述

src String 否 音频链接。

// 加载需要播放的音频链接。

audioContext.load({ src: "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test.mp3" });

audioContext.play()

audioContext.pause()

audioContext.stop()

audioContext.mute()

audioContext.unmute()

audioContext.seek({ time: xxx })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参数描述

time Number 是 需要跳转的指定播放时间。单位为 ms（毫秒）

audioContext.seek({ time: 10 * 1000 });

audioContext.getSrc()

audioContext.getPlaytime()

audioContext.getDuration()

audioContext.getVolume()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0 共739页

获取静音前的音量。

audioContext.getMutedVolume()

AudioContext 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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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udioContext.on('event-name', callbackFunction)  方法去监听 AudioContext 的回调事件。例如：

audioContext.on('on-play', (res) => {

    console.info(res);

});

audioContext.on('on-loaded-metadata', (res) => {

    console.info(res);

});

audioContext.on('on-ended', (res) => {

    console.info(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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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6:00

通过 js-api 去加载需要播放的音频链接：

<!-- react\vue等框架中 -->

<tm-audio

  id={"audio-ctrl"}

  src={"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test.mp3"}

></tm-audio>

<!-- 或者 -->

<tm-audio

  id="audio-ctrl"

  src="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test.mp3"

></tm-audio>

注意

需要在 js-api 接口鉴权成功之后，才能在页面中添加 tm-live-video 、 tm-video  和 tm-audio  等自定义标签。否则自定义标签在调用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 、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 、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  初始化接口会报"Need to 

call JSAPI config first."的错误。

import *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id) 接口需要传入 <tm-audio> 标签的 id。

const audioContext = await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xxx');

// 加载需要播放的音频链接。

audioContext.load({ src: "https://website-1253513412.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static/video/test.mp3" });

// 播放音频。

audioContext.play();

// 暂停播放。

audioContext.pause();

// 停止播放。

audioContext.stop();

// 静音。

audioContext.mute();

// 解除静音。

audioContext.unmute();

// 跳转到指定的播放时间。参数 time 的单位为 ms（毫秒）

audioContext.seek({ time: 10 * 1000 });

// 获取当前音频链接

audioContext.getSrc();

// 获取当前音频的播放时间点，单位 ms(毫秒)

audioContext.getPlaytime();

// 获取当前播放段的时长，单位 ms(毫秒)

audioContext.getDuration();

// 获取当前音量，约定取值范围是[0,1]，如果为0则是静音状态（muted）

audioContext.getVolume();

// 获取静音前的音量

audioContext.getMutedVolume();

说明

调用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id)  接口时会与 html 页面中 id 所对应的 tm-audio  标签进行绑定，然后返回对应的 audioContext  实例去

调用 tm-audio  标签的 js-api。但是若 html 页面中的 tm-audio  标签发生过被 html 销毁（移除）再重新创建，这时就需要重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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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meet.createAudioContext(id)  接口获取新的 audioContext 实例。

同层渲染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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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端的同层渲染元素设置 display: none;  样式去隐藏，会导致该元素被 PPAPI 插件误认为被销毁。

可以尝试以下的方式去设置样式隐藏元素：

或者

iOS 端的同层渲染元素若没有宽高会导致客户端找不到 HTML 页面的元素挂载点，建议在 HTML 页面中给 tm-live-video、tm-audio 或者 tm-video 标

签设置最小宽高。

如：

创建 <tm-live-video>、 <tm-video> 和 tm-audio&amp;gt;  等自定义标签元素前需要先进行 js-api 接口鉴权。

width: 0px;

height: 0px;

opacity: 0;

visibility: hidden;

// 使其在页面中不可见

position: fixed;

top: -1000px;

left: -1000px;

<style>

    tm-live-video, tm-audio, tm-video{

      min-width: 10px;

      min-height: 10px;

    }

</style>

注意

需要在 js-api 接口鉴权成功之后，才能在页面中添加 tm-live-video 、 tm-video  和 tm-audio  等自定义标签。否则自定义标签在调用 

wemeet.createLiveVideoContext 、 wemeet.createVideoContext 、 wemeet.createAudioContext  初始化接口会报"Need to 

call JSAPI config first."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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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手机号组件

功能描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6:21

使用场景

业务方需要手机号进行登录。

业务方需要通过手机号验证当前用户身份或绑定账号，

具体表现

PC 端：

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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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2 16:41:30

向会议侧提交使用申请，并提供弹窗内的自定义文案内容（用于向用户端展示获取手机号的原因）。

步骤一：权限申请

步骤二：JS-API 获取手机号动态 Code

JS-API接口：data.getPhoneNumber

支持的版本：3.11.0

是否需要鉴权：需要，权限开启：获取用户的手机号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ccess Function 授权成功回调函数。

fail Function 授权失败回调函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de Int 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

token String 动态令牌，可通过 RestApi 接口换取用户手机号；有效期5min，只能消费一次。

code  

success    := 0    成功

cancel    := 1   取消

message  

success    := "success"      成功

cancel    := "get auto_code is canceled" 取消

示例

import * as wemeet from '@tencent/wemeet-js-sdk';

wemeet.data.getPhoneNumber({

success: ({ code, message, token }) => {

// handler

},

fail: ({ code, message }) => {

// handler

},

}).catch(e => console.error(e));

步骤三：RestApi 通过手机号动态 Code 换取手机号

接口描述： 通过 RestApi，使用 token 向后台换取手机号。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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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见： 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 。

phone_info：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info/phonenumber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填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ken 是 String 动态令牌，可通过 JS-API 接口获取；有效期5min，只能消费一次。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填 参数类型

phone_info 是 Object

参数名称 是否必填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hone_number 是 String 用户的手机号。

country_code 是 String 手机号区号。

错误码

错误码 说明

3501 未开启获取授权手机号的权限点。

3502 获取授权手机号服务异常。

3506 超过获取授权手机号动态令牌的最大频率。

3507 授权手机号的动态令牌非法。

必读注意事项

建议通过单击登录或绑定手机号等交互方式引导触发接口调用，避免违反符合用户预期。否则可能无法通过应用市场审核。

仅3.11.0之后的版本支持该接口，需要处理新老版本兼容逻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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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

功能描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08

业务方需要扫描连接蓝牙耳机、音响等设备。

使用场景

整体流程

初始化蓝牙设备。

扫描发现外围设备。

连接设备。

获取外围设备提供的服务。

获取服务的特征 characteristics。

读写服务的特征值。

断开蓝牙连接、关闭蓝牙适配器。

注意

腾讯会议 Android 端从3.14版本开始支持蓝牙相关能力，IOS 端暂不支持。

扫描发现外围设备后，需要停止扫描（扫描设备比较耗费系统资源，请在搜索到需要的设备后及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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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蓝牙设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14

JSAPI 接口

openBluetoothAdapter : Promise<void>()

代码示例

// 初始化蓝牙设备

wemeet bluetooth openBluetoothAdapter

  then  => 

    console log 'openBluetoothAdapter seccuss'

    // 蓝牙设备初始化成功

  

  catch err => 

    console error 'openBluetoothAdapter failed'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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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发现蓝牙外围设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19

JSAPI 接口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param?: 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Param : Promise<void>

interface 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Param 

  /**

   * 期望搜索到的蓝牙设备id

   */

  deviceId?: string

  /**

   * 单位ms，非必填；默认为3000ms

   * 因为扫描十分耗费系统资源，开启scan以后，会在执行完扫描周期（或发现目标设备）后自动结束扫描

   */

  period?: number

( )

{

;

;

}

代码示例

全局扫描

const bluetoothDeviceDiscoveryHandler = resp  => 

  // 蓝牙设备列表

  const  devices  = resp

  const targetDevice = devices 0  // 假设第一个就是目标设备

  const  deviceId  = targetDevice；// 获取到设备的deviceId

  // 扫描到目标设备后，请结束扫描任务

  wemeet bluetooth 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蓝牙扫描完成的回调

wemeet addEventListener 'bluetooth-device-discovery'  bluetoothDeviceDiscoveryHandler

wemeet bluetooth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period: 3000  // 扫描周期 单位ms 非必填 默认为3000ms

  then  => 

    console log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eccuss'

  

  catch err => 

    console error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fail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定特定的设备进行扫描

const bluetoothDeviceDiscoveryHandler = resp  => 

  // 蓝牙设备列表

  const  devices  = resp

  const targetDevice = devices 0  // 第一个就是目标设备
  const  deviceId  = targetDevice；// 获取到设备的deviceId

  // 扫描到目标设备后，请结束扫描任务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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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meet bluetooth 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蓝牙扫描完成的回调
wemeet addEventListener 'bluetooth-device-discovery'  bluetoothDeviceDiscoveryHandler

wemeet bluetooth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deviceId: 'xxxxx'  // 期望搜索到的蓝牙设备id

  period: 5000  // 扫描周期 单位ms 非必填 默认为3000ms

  then  => 

    console log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eccuss'

  

  catch err => 

    console error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fail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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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蓝牙设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24

JSAPI 接口

createBLEConnection options: BLEConnectionParam : Promise<void>

interface BLEConnectionParam 

  /**

   * 需要连接的BLE设备id

   */

  deviceId: string

( )

{

;

}

代码示例

wemeet bluetooth createBLEConnection

    deviceId: 'xxxxxxxxxx'

    then  => 

        // 连接的ble设备提成功

    

    catch error => 

        console error 'createBLEConnection failed'  error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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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外围设备提供的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29

JSAPI 接口

getBLEDeviceServices param: BLEDeviceServicesParam : Promise<BLEDeviceServicesResp>

interface BLEDeviceServicesParam 

  /**

   * 需要连接的BLE设备id

   */

  deviceId: string

interface BLEDeviceServicesResp 

  /**

   * 连接的ble设备提供的所有service

   */

  services: BLEServiceItem

/**

 * ble设备提供的service

 */

export interface BLEServiceItem 

  /**

   * service的uuid

   */

  serviceId: string

  /**

   * 服务的类型

   * 0表示主服务，1表示非主服务

   */

  type: BLEServiceType

( )

{

;

}

{

[];

}

{

;

;

}

代码示例

wemeet bluetooth getBLEDeviceServices

    deviceId: 'xxxxxxxxxx'

    then resp  => 

        // 连接的ble设备提供的所有service

        const  services  = resp

        // 假设目标service 是第一个；
        const targetService = services 0

        // service的uuid

        const  serviceId  type  = targetService

    

    catch error => 

        console error 'getBLEDeviceServices failed'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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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服务的特征 characteristic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35

JSAPI 接口

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param: BLEDeviceCharacteristicsParam : Promise<BLEDeviceCharacteristicsResp>

interface BLEDeviceCharacteristicsParam 

  /**

   * 需要连接的BLE设备id

   */

  deviceId: string

  /**

   * service的uuid

   */

  serviceId: string

interface BLEDeviceCharacteristicsResp 

  /**

   * 所支持的characteristic列表

   */

  characteristics: BLECharacteristicItem

/**

 * ble设备提供的characteristic

 */

export interface BLECharacteristicItem 

  /**

   * characteristic的uuid

   */

  characteristicId: string

  /**

   * 特征支持的属性

   */

  property: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

/**

 * BLE设备的特征属性

 */

export enum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 

  /**

   * 广播特征

   */

  PROPERTY_BROADCAST = 1

  /**

   * 其他特征

   */

  PROPERTY_EXTENDED_PROPS = 128

  /**

   * 支持indicate的特征

   */

  PROPERTY_INDICATE = 32

  /**

   * 支持notify的特征

   */

  PROPERTY_NOTIFY = 16

  /**

( )

{

;

;

}

{

[];

}

{

;

;

}

{

,

,

,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76 共739页

   * 支持读的特征

   */

  PROPERTY_READ = 2

  /**

   * 支持带签名写的特征

   */

  PROPERTY_SIGNED_WRITE = 64

  /**

   * 支持写的特征

   */

  PROPERTY_WRITE = 8

  /**

   * 支持无回调写的特征

   */

  PROPERTY_WRITE_NO_RESPONSE = 4

,

,

,

,

}

代码示例

wemeet bluetooth getBLEDeviceCharacteristics

    deviceId: 'xxxxxxxxxx'

    serviceId: 'xxxxxxxxx'

    then resp  => 

        // 连接的ble设备提供的所有service

        const  characteristics  = resp

        // 假设目标characteristic 是第一个；

        const targetCharacteristic = services 0

        // service的uuid

        const 

            characteristicId  // 蓝牙设备特征的 UUID

            property  // 该特征支持的操作类型

         = targetCharacteristic

    

    catch error => 

        console error 'getCharacteristics failed'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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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服务的特征值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39

JSAPI 接口

// 向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中写入二进制数据

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param: BLECharacteristicWriteParam : Promise<void>

interface BLECharacteristicWriteParam 

  /**

   * service的uuid

   */

  serviceId: string

  /**

   * characteristic的uuid

   */

  characteristicId: string

  /**

   * 需要写入ble设备的特征值

   */

  value: string

// 向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中写入数据

readBLECharacteristicValue param: BLECharacteristicReadParam : Promise<void>

interface BLECharacteristicReadParam 

  /**

   * service的uuid

   */

  serviceId: string

  /**

   * characteristic的uuid

   */

  characteristicId: string

// 设置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变化时的 notify 功能，订阅特征

set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Notify param: BLECharacteristicsChangeNotifyParam : Promise<void>

interface BLECharacteristicsChangeNotifyParam 

  /**

   * service的uuid

   */

  serviceId: string

  /**

   * characteristic的uuid

   */

  characteristicId: string

  /**

   * characteristic的descriptor属性的uuid

   */

  descriptorId: string

  /**

   * 是否开启notify

   */

  enable: boolean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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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示例

// 向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中写入数据

wemeet bluetooth 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serviceId: 'xxxxx'

  characteristicId: 'xxxxx'

  value: 'xxxxx'

  then  => 

    console log '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seccuss'

  

  catch err => 

    console error 'writeBLECharacteristicValue failed'  err

  

// 读取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的二进制数据

const bleCharacterHandler = resp  => 

  console log 'bleCharacterValue changed'  resp

// 需要监听'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获取真正的数据

wemeet addEventListener '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  bleCharacterHandler

wemeet bluetooth readBLECharacteristicValue

  serviceId: 'xxxxx'

  characteristicId: 'xxxxx'

  then  => 

    console log 'readBLECharacteristicValue seccuss'

    // 真正的数据在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事件中获取

  

  catch err => 

    console error 'readBLECharacteristicValue failed'  err

  

// 设置蓝牙低功耗设备特征值变化时的 notify 功能，订阅特征

wemeet bluetooth set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Notify

    serviceId: 'xxxxxxxxxx'

    characteristicId: 'xxxxxxxxx'

    // 表示ble设备供读取数据的characteristic的descriptor属性的uuid

    descriptorId: 'xxxxxxxxxxxxx'

    enable: true  // 是否开启notify

    catch error => 

        console error 'set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Notify failed'  error

    

const bleCharaValueChangeHandler = resp  => 

    const 

        characteristicId  // 蓝牙特征的 UUID

        value  // ble设备通知中心设备发生变化的特征值

     = resp

    console log `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Id} changed with: ${value}`

// 监听BLE特征值变化事件

wemeet addEventListener 'ble-characteristic-value-change'  bleCharaValueChange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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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蓝牙连接，关闭蓝牙适配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46

JSAPI 接口

closeBluetoothAdapter : Promise<void>

closeBLEConnection : Promise<void>

stop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Promise<void>

()

()

()

代码示例

wemeet bluetooth closeBLEConnection

wemeet bluetooth closeBluetoothAdapter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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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6:57

// 监听蓝牙低功耗连接状态改变事件

// 包括开发者主动连接或断开连接，设备丢失，连接异常断开等等

wemeet addEventListener 'bluetooth-connection-state'  resp  => 

    const 

     deviceId  // 蓝牙设备id

     connected  // 是否处于已连接状态

     = resp

// 监听蓝牙适配器状态变化事件

wemeet addEventListener 'bluetooth-adapter-state-change'  resp  => 

    const 

        available  // 蓝牙适配器是否可用

     = res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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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7:02

/**

 * 蓝牙通用错误码

 */

export enum BluetoothError 

  /**

   * 正常

   */

  OK = 0

  /**

   * 已连接

   */

  CONNECTED = -1

  /**

   * 蓝牙适配器初始化失败

   */

  ADAPTER_NOT_INIT = 10000

  /**

   * 当前蓝牙适配器不可用，一般为蓝牙未启动

   */

  ADAPTER_NOT_AVAILABLE = 10001

  /**

   * 没有找到指定设备

   */

  DEVICE_NOT_FOUND = 10002

  /**

   * 连接失败

   */

  CONNECTION_FAIL = 10003

  /**

   * 没有找到指定服务

   */

  NO_SERVICE = 10004

  /**

   * 没有找到指定特征

   */

  NO_CHARACTERISTIC = 10005

  /**

   * 当前连接已断开

   */

  NO_CONNECTION = 10006

  /**

   * 当前characteristic不支持此操作

   */

  PROPERTY_NOT_SUPPORT = 10007

  /**

   * 系统异常

   */

  SYSTEM_ERROR = 10008

  /**

   * 系统不支持，例如Android版本低于3.4不支持BLE

   */

  SYSTEM_NOT_SUPPORT = 10009

  /**

   * 操作超时，如扫描超时未发现设备

   */

  OPERATE_TIME_OUT = 10012

  /**

   * 操作超时，如扫描超时未发现设备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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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VALID_DATA = 10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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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媒体组件

选择图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7:08

param：ChooseLocalImageCfg 选择配置 

Returns Promise<void> 

接口描述

chooseImage(param: ChooseLocalImageCfg): Promise<void>

支持版本：ANDROID/IOS >= 3.12.0

代码示例

wemeet.media.chooseImage

  success: resp  => 

    const  images  = resp

    console.log 'chooseImage success', images 0 .localId

  ,

  fail: err  => 

    const  ret  = err

    if ret === 1  

      console.log 'chooseImage PERMISSION_ERROR', err

     else if ret === 2  

      console.log 'chooseImage USER_CANCEL', err

     else 

      console.error 'chooseImage failed', err

    

  

  .catch err => 

    console.error 'chooseImage failed', 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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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图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7:14

param：CompressLocalImageCfg 需要压缩的图片信息 

Returns Promise<ImageDataUrl>，图片 base64 数据

接口描述

compressImage(param: CompressLocalImageCfg): Promise<ImageDataUrl>

支持版本：ANDROID/IOS >= 3.12.0

代码示例

const  CompressImagePictureFormat  = wemeet

wemeet.media.compressImage

  localId: 'xxxxx',

  quality: 80,

  format: CompressImagePictureFormat.JPG,

  .then resp  => 

    const  imageData  =resp

    $img.src = imageData

  

  .catch err => 

    console.error 'compressImage failed', err

  

{ } ;

({

})

(( ) {

{ } ;

;

})

( {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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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到本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4:07:44

param：DownloadFileCfg 需要保存的文件信息 

Returns Promise<void>

接口描述

downloadFile(param: DownloadFileCfg): Promise<void>

支持版本：MAC、WIN、ANDROID、IOS >= 2.19.0

代码示例

wemeet.media.downloadFile

  fileName: 'xxx',

  contentType: 'docx',

  url: 'https://ww4.sinaimg.cn/large/e014fe3bgw1f9616k2peqj20g60j6763.docx',

  .catch err => 

    console.error 'downloadFile failed', err

  

({

})

( {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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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 API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16:08

腾讯会议（Tencent Meeting，TM）Rest API 是为参与腾讯会议生态系统建设的合作方开发者接入并访问腾讯会议资源提供的一组工具，是访问腾讯会议 

SaaS 服务的入口。合作伙伴可以通过腾讯会议 API 进行二次开发，例如创建一个会议，修改会议，查询会议信息等。

以下视频将为您详细介绍腾讯会议 API：

版本：2.4.2

Host：api.meeting.qq.com 

Protocols：https 

Accepts：application/json 

Responds With：application/json

所有 API 都是基于 Restful 规范通过 HTTPS 协议访问特定的 API 网关来完成，例如访问 URL：

完整的资源访问请求 URL 格式取决于要访问的资源，例如，查询一个会议的信息，需要通过 GET 方法：

在 API 的参考指引页面，可以查阅 API 的具体说明和请求/回复的参数说明。

REST API 网关

https://api.meeting.qq.com/v1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

网关接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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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工具

API DEMO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1:30

单击下方按钮可前往下载链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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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6 10:56:33

腾讯会议 Rest API 开发者工具是为方便开发者进行腾讯会议 Rest API 接口联调而提供的一个可视化调试工具。开发者可以调用腾讯会议 API 接口，无缝对接

企业邮箱、日程、会议室管理系统实现行业应用、企业办公平台与腾讯会议音视频的连接。开发者只需填写相关参数，提交请求后即可查看请求信息与响应信息。

单击下方按钮即可前往腾讯会议开发者联调工具：

使用 REST API 开发者工具时，所有 API 接口的相关信息请参见 REST APIs  的文档说明。接口调试目前只支持 JWT 鉴权方式，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

方式。

工具入口

使用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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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联调流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6 10:56:25

购买腾讯会议企业版或者商业版后，腾讯会议将自动开通企业 API 接入能力和消息时间订阅能力，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腾讯会议开发者工具进行接口联调，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1. 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

2. 单击右上方用户中心进入个人中心页面。

3. 单击左侧菜单栏企业管理 > 高级，在高级选项中创建密钥对 SecretID 和 SecretKey，同时获取鉴权时所需要的 APPID 和 SDKID。接口调试目前只支持 

JWT 鉴权方式，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方式。

账号信息的四个字段用来识别用户身份和鉴权，属于必填字段。

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腾讯会议 开发者联调工具 。

2. 使用 准备工作  获取的密钥等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请求信息包含请求接口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主要包括接口 URI 、请求方式、接口请求参数、请求体与请求头，填写好请求接口的信息后即可请求 REST API 接

口。

填写请求信息的操作步骤如下：

1. 选择测试接口

进入工具界面后，在选择 API 接口的下拉框中可以查看工具目前支持的 REST API 接口列表，在下拉框中选择需要联调的接口，API 接口的 URI 与请求方

式将展示在左侧。

2. 填写请求参数

选定具体联调接口后，该接口相关的请求参数字段将展示在页面上，REST API 接口分为有请求参数的接口和无请求参数的接口。

准备工作

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填写账号信息

步骤2：填写请求信息

https://meeting.tencent.com/
https://meeting.tencent.com/rest-api-t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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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联调的接口为有请求参数的接口，则请求参数将分为必填项和非必填项，其中必填项不可删除，非必填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删除，如查询用户的会议

列表接口。

3. 填写请求体

当选定具体联调接口后，该接口请求体的描述信息将展示在页面上，REST API 接口分为有请求体的接口和无请求体的接口。

若联调的接口为有请求体的接口，则会将请求体信息以 JSON 字符串的格式显示在输入框中，例如创建会议。其中请求体信息中的每个字段都有相应的

描述，包括字段的数据类型以及是否必需（required），非必需字段则不包含 required 的描述信息。您可根据提示输入相应的字段信息来构建请求

体，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删减，但务必确保 JSON 数据格式正确。

有请求参数的接口 无请求参数的接口

有请求体的接口 无请求体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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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请求头

当选定具体联调接口后，该接口请求头信息将展示在页面上，请求头字段分为必填字段和非必填字段，非必填字段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删除。请求头的字段涉

及到调用 REST API 接口时的签名验证，所以务必确保正确填写请求头信息。

请求头字段说明

注意

每次请求新的接口时，都需要重新生成 X-TC-Timestamp、X-TC-Nonce 与 X-TC-Signature 字段，否则将导致请求接口失败。

X-TC-Key 字段为必填字段，当开发者输入账号信息后，账号信息中的 SecretID 字段的值将自动同步填充到该位置，无需再次填写。

X-TC-Timestamp 字段为必填字段，单击生成当前时间戳，即可生成一个单位为秒的当前时间戳。

X-TC-Nonce 字段为必填字段，单击生成一个随机数，即可生成一个随机整数。

X-TC-Signature 字段为必填字段，单击获取签名可获取签名。

注意

获取签名前，请先填写好账号信息、请求参数、请求体、X-TC-Timestamp 字段与 X-TC-Nonce 字段，否则生成的签名将无法通过调用 

REST API 接口的签名验证过程。

AppId 字段为可选字段，当开发者输入账号信息后，账号信息中的 APPID 的值将自动同步填充到该位置，无需再次填写。

X-TC-Registered 字段为必填字段，企业用户在调用 API 时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才可获取会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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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4:55

当请求到达 REST API 接口时，请求结果的成功与否都会有相应的响应信息，主要包括响应体、响应头信息与原始请求信息。

响应体信息以 JSON 格式展示，请求成功会返回成功后的响应体信息，请求失败则会返回 错误码  与失败信息提示。

响应体

调用 REST API 接口失败时

调用 REST API 接口成功时

响应头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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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头信息以 key-value 格式展示在页面上，其中 X-Tc-Trace 字段有助于问题排查，开发者可根据需要自行记录。 

原始请求页面将展示原始请求的请求方式、URL、请求头信息与请求体信息。 

原始请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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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an 模板调试工具

Postman 进行 OAuth 鉴权流程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1:16:00

腾讯会议 Postman模板调试工具是为方便开发者进行腾讯会议 Rest API 接口联调而提供第三方开发调试工具。目前该工具支持 OAuth 鉴权与接口调试。下

文将描述如何利用 Postman 工具调试 REST API。

我们提供两种方式导入模板。

通过这种方式，当模板更新后，您可以通过 Merge Changes 方式获取最新内容。

1. 单击以下按钮。

2. 单击 Fork Collection，登录账号或创建一个账号。 

3. 再次单击 Fork collection，可以在 Collection 中看到导入进来的模板，切换环境为 oauth_environment 即导入完毕。 

简介

操作步骤

步骤1：调试前准备

方式1：在线运行 Postman 模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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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通过单击 Merge Changes 来获取最新内容。

在 Postman 中导入环境配置文件和接口模板，首先单击下面两个链接分别下载环境文件与接口集合文件到本地。

方式2：将模板库文件导入 Postman 工具

接口集合

环境

https://drive.weixin.qq.com/s?k=AJEAIQdfAAo1pUHgmHAX4AFwb1ANc
https://drive.weixin.qq.com/s?k=AJEAIQdfAAo9FtjtIXAX4AFwb1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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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Postman 并在 workspace 下单击 Import，导入两个文件。 

如下图左侧 Tab 栏，Collection 中可以看到导入的新接口模板，里面接口包含 OAuth 鉴权环节接口和可供 OAuth 鉴权调试的会议 RestAPI ；

Environment 中可以看到导入的环境，在这里可以配置环境参数，目前已提供一个测试应用用于调试，可以将其中内容替换为所测应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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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参数中，将 sdk_id、secret、redirect_uri 替换为您测试应用的信息，您可以通过 腾讯会议  应用详情中查看。  

右上角切换环境为 oauth_environment，选择获取 auth_code，单击 send 发送请求。 

复制这个链接到浏览器中打开，并且完成授权操作。

步骤2：获取授权码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user-third-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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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览器 URL 处拿到 auth_code。 

步骤3：获取 access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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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二步中获取的 auth_code，调用此接口，替换 auth_code 内容。 

获得 access_token、refresh_token 和 open_id。 

准备 open_id 与 access_token，准备要测试的接口，以创建会议为例介绍调试过程：

1. 环境变量

设置环境中的 OpenId 和 AccessToken 变量，替换为步骤2中获取到的自己刚才保存的值。 

步骤4：调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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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 Header 

根据 OAuth 鉴权 Header 要求，确认必填字段已填入。 

3. 编辑 Params 和 Body，单击 send 发送请求。

4. 查看调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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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ccess_token 有效期为6小时，在过期之后需要通过 refresh_token 刷新 access_token 字段，用于继续正常调试接口。在 Body 中将 

refresh_token 字段内容替换为请求 access_token 时获取到的 refresh_token 值。 

步骤5：刷新 access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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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PI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3 15:33:41

腾讯会议面向企业 IT、ISV 系统集成商、SaaS 服务商提供开放接口，实现企业办公平台与腾讯会议的连接。 

购买腾讯会议商业版、教育版或企业版，将自动开通企业自建应用的接入能力，创建企业自建应用后可获取调用API的密钥对，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见： 企业自建应

用接入指引 ，密钥对示例如下：

1. OAuth 2.0允许应用程序访问腾讯会议 API 接口。

2. 在用户授权后，开发者可以获取到一个网页授权特有的接口调用凭证（网页授权 access_token），通过网页授权 access_token 可以进行授权后接口调

用，例如：获取用户基本信息等。

1. 用户同意授权，获取 auth_code。

2. 通过 auth_code 换取授权 access_token。

3. 刷新 access_token（如有需要请进行刷新）。

认证方式

企业自建应用（jwt）

SecretId：AKID****EXAMPLE

SecretKey： Gu5t****EXAMPLE

注意

SecretId 和 SecretKey 是您调用 API 的重要凭证，请妥善保管，切勿泄漏。

第三方应用开发（OAuth2.0 授权）

授权说明

授权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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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取用户信息（检验凭证是否有效）。

具体的接口调用方式请参见： 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

鉴权方式

应用鉴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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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5:43:08

腾讯会议提供两种 API 请求验证的方法：JSON Web Token（JWT）和 OAuth。

创建使用 JWT 验证的应用无法指定权限范围，也无法请求用户授权，JWT 类型的应用使用 API Key 和 Secret 进行身份鉴权，仅适用于企业内部应用开发，

可访问您账户内的腾讯会议所有 API 接口。您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官网的 开放平台  进行创建或查看密钥来完成 JWT 验证的应用创建。JWT 类型的应用无法进行

应用推广，也无法提供给其他外部用户使用，常见于将腾讯会议作为插件集成到您所在的企业办公平台等场景中进行使用。

创建使用 OAuth2.0 鉴权的应用可以通过选择“权限范围”来指定需要获取的用户数据范围，即 API 接口调用范围。在获取用户授权后，该应用可以与腾讯会议 

API 进行交互并获取对所请求数据的访问权限。您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官网的 开放平台  进行创建应用来完成 OAuth2.0 授权校验的应用创建。OAuth 应用可以

申请推广，选择推广应用并审批通过后，可以由外部用户安装使用，常见于无法获取账户信息的第三方应用创建使用。

JSON Web Token（JWT）验证

OAuth 验证

https://meeting.tencent.com/open-api.html
https://meeting.tencent.com/open-ap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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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11:38

创建应用后即可获取应用凭证信息，具体可参见 企业自建应用接入指引 。

公共参数是用于标识用户和接口鉴权目的的参数，如非必要，在每个接口单独的接口文档中不再对这些参数进行说明，但每次请求均需要携带这些参数，才能正常

发起请求。

API 采用 TC3-HMAC-SHA256 签名方法，公共参数需要统一放到 HTTP Header 请求头部中。

参与签名的字符串包括：

公共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nten
t-Type

String 是 内容类型，传入格式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X-TC-

Action
String 否

操作的接口名称。注意：某些接口不需要传递该参数，接口文档中会对此特别说明，此时即使传递该参数也不会生

效。

X-TC-

Region
String 否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地域的数据。注意：某些接口不需要传递该参数，接口文档中会对此特别说明，此

时即使传递该参数也不会生效。

X-TC-
Key

String 是
此参数参与签名计算。腾讯云 API 接入，申请的安全凭证密钥对中的 SecretId，其 Secretkey 用于签名。企业
管理员可以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单击右上角用户中心，在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管理 > 高级 > restApi中进行查看。

X-TC-
Timest

amp

String 是
此参数参与签名计算。当前 UNIX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例如1529223702，单位为秒。注意：
如果与服务器时间相差超过5分钟，会引起签名过期错误。

X-TC-
Nonce

String 是 此参数参与签名计算。随机正整数。

X-TC-
Version

String 否 应用 App 的版本号，建议设置，以便灰度和查找问题。

X-TC-
Signatu

re

String 是 放置由下面的签名方法产生的签名。

X-TC-
Token

String 否
临时证书所用的 Token ，需要结合临时密钥一起使用。临时密钥和 Token 需要到访问管理服务调用接口获取。长
期密钥不需要 Token。

AppId String 是
腾讯会议分配给企业的企业ID。企业管理员可以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单击右上角用户中心，在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
管理 > 高级 > restApi 中进行查看。

SdkId String 否
用户子账号或开发的应用 ID，企业管理员可以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单击右上角用户中心，在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管

理 > 高级 > restApi中进行查看（如存在 SdkId 则必须填写，早期申请 API 且未分配 SdkId 的客户可不填写）。

X-TC-
Registe

red

String 是

启用账户通讯录，传入值必须为1，创建的会议可出现在用户的会议列表中。

启用账户通讯录说明：
1. 通过 SSO 接入腾讯会议账号体系。

2. 通过调用接口创建企业用户。

3. 通过企业管理后台添加或批量导入企业用户。

注意

SecretId 和 SecretKey 是您调用 API 的重要凭证，请妥善保管，切勿泄漏。

构造请求头，需注意自定义字段名的大小写。签名验证以及服务器端读取字段值对大小写敏感。

生成签名串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2
https://meeting.tencent.com/
https://meeting.tencent.com/
https://meeting.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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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 中参与签名的字段包含：X-TC-Nonce，X-TC-Timestamp，X-TC-Key。 组成 Header 签名串时，参与签名的参数按参数名做字典序升序排

列。X-TC-Signaure 为计算后的签名字段，不参与签名计算。标准的 HTTP Header 非空参数本手册约定不参与签名计算。

如果是带有查询参数的请求，URI 含所有的查询串，例如查询会议请求：

例如，取消会议的 HTTP POST 请求示例：

步骤1：串联 Header 参数

步骤2：组签名串

注意

此处为伪代码，拷贝粘贴不保证可编译运行。

String stringToSign=

HTTPMethod + "\n" +    //POST, GET

Headers + "\n" +       //指定的Header参数, X-TC-Nonce, X-TC-Timestamp, X-TC-Key

URI + "\n" +           //eg: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 URI=/v1/meetings

Params                 //Body中JSON序列化后的参数，GET方法没有请求体，Body需要带空串""参与计算

注意

此处为伪代码，拷贝粘贴不保证可编译运行。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567173273889276131?userid=tester1&instanceid=1

URI为"/v1/meetings/7567173273889276131?userid=tester1&instanceid=1"

注意

此处为伪代码，拷贝粘贴不保证可编译运行。

POST http://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567454748865986567/cancel

X-TC-Key: AKID********************EXAMPLE

X-TC-Timestamp：1572168600

X-TC-Nonce：88080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AppId:1234567890

{

  "userid" : "test1",

  "instanceid" : 1,

  "reason_code" : 1,

  "reason_detail" : "取消会议"

}

注意

此处为伪代码，拷贝粘贴不保证可编译运行。

headerString = "X-TC-Key=" + "AKIDz8krbsJ*********************XAMPLE" + "&X-TC-Nonce=" + 1234567 + "&X-TC-Timestamp=" 

注意

此处为伪代码，拷贝粘贴不保证可编译运行。

stringToSign = POST + "\n" +

               headerString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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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好待签名的字符串后，用 SecretKey 密钥生成待签名字符串的 Hmac-SHA256 签名，将签名转换为16进制字符串形式，然后进行 Base64 编码。

参考以下 Java 示例代码。

对每一个 HTTP 请求，都需要将签名放到 Request 的 Header 参数 X-TC-Signature 中去。

               "/v1/meetings/7567454748865986567/cancel" + "\n" +

               "{"userid":"test1","instanceid":1,"reason_code":1,"reason_detail":"取消会议"}"

计算签名

传递签名

代码示例

Java（Java8） PHP GO Python C++ C#

import java.nio.charset.StandardCharsets

import java.security.InvalidKeyException

import java.security.NoSuchAlgorithm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Base64

import javax.crypto.Mac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public interface SignatureUtil 

  String HMAC_ALGORITHM = "HmacSHA256"

  char  HEX_CHAR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static String bytesToHex byte  bytes  

    char  buf = new char bytes.length * 2

    int index = 0

    for byte b : bytes  

      buf index++  = HEX_CHAR b >>> 4 & 0xf

      buf index++  = HEX_CHAR b & 0xf

    

    return new String buf

  

  /**

   * 生成签名，开发版本oracle jdk 1.8.0_221

   *

   * @param secretId 邮件下发的secret_id

   * @param secretKey 邮件下发的secret_key

   * @param httpMethod http请求方法 GET/POST/PUT等

   * @param headerNonce X-TC-Nonce请求头，随机数

   * @param headerTimestamp X-TC-Timestamp请求头，当前时间的秒级时间戳

   * @param requestUri 请求uri，eg：/v1/meetings

   * @param requestBody 请求体，没有的设为空串

   * @return 签名，需要设置在请求头X-TC-Signature中

   * @throws NoSuchAlgorithmException e

   * @throws InvalidKeyException e

   */

  static String sign String secretId, String secretKey, String httpMethod, String headerNonce, String headerTimestamp, String requ

      throws NoSuchAlgorithmException, InvalidKeyException 

    String tobeSig =

        httpMethod + "\nX-TC-Key=" + secretId + "&X-TC-Nonce=" + headerNonce + "&X-TC-Timestamp=" + headerTimestamp + "\

    Mac mac = Mac.getInstance HMAC_ALGORITHM

    SecretKeySpec secretKeySpec = new SecretKeySpec secretKey.getBytes StandardCharsets.UTF_8 , mac.getAlgorith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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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权错误返回统一为400。

    mac.init secretKeySpec

    byte  hash = mac.doFinal tobeSig.getBytes StandardCharsets.UTF_8

    String hexHash = bytesToHex hash

    return new String Base64.getEncoder .encode hexHash.getBytes StandardCharsets.UTF_8

  

( );

[] ( ( ));

( );

( () ( ( )));

}

}

说明

如果是 GET 方法的 API 调用，例如：用会议码查询会议详情，则无请求体，签名计算时需要带入空("")的请求体。

鉴权错误返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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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6:51:18

创建应用后即可获取应用凭证信息，具体可参见 第三方应用接入指引 。

公共参数是用于标识用户和接口鉴权目的的参数，如非必要，在每个接口单独的接口文档中不再对这些参数进行说明，但每次请求均需要携带这些参数，才能正常

发起请求。

公共参数需要统一放到 HTTP Header 请求头部中。

下面将为您介绍 OAuth 2.0的授权步骤，您可以使用 Postman 模板调试 ，按照步骤中描述的请求参数调用接口即可，具体如下：

具体表现：

公共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nten
t-Type

Strin
g

是 内容类型，传入格式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X-TC-
Action

Strin
g

否
操作的接口名称。
注意：某些接口不需要传递该参数，接口文档中会对此特别说明，此时即使传递该参数也不会生效。

X-TC-
Region

Strin
g

否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地域的数据。
注意：某些接口不需要传递该参数，接口文档中会对此特别说明，此时即使传递该参数也不会生效。

X-TC-

Timest
amp

Strin

g
是

此参数参与签名计算。当前 UNIX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例如1529223702，单位为秒。

注意：如果与服务器时间相差超过5分钟，会引起签名过期错误。

X-TC-
Nonce

Strin
g

是 此参数参与签名计算，随机正整数。

X-TC-

Version

Strin

g
否

应用 App 的版本号，建议设置，以便灰度和查找问题。通过设置该字段，API 会把该版本信息传递给会议后台, 以控

制一些和 App 版本有关的特性。

Access

Token

Strin

g
是 OAuth2.0 鉴权成功后返回的 token 信息。

OpenId
Strin
g

是 OAuth2.0 鉴权成功后的用户信息。

注意

构造请求头的时候，需注意自定义字段名的大小写。服务器端读取字段值时对大小写敏感。

授权方式

步骤一：用户同意授权，获取 auth_code

场景1：在浏览器中使用第三方应用，可通过此方法打开用户授权新页面，获取 auth_code。

PC 端浏览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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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移动端浏览器：

描述：用户同意授权。

请求方法：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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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Header 参数：不需要。

输出参数

示例输入示例

接入方302重定向到授权 URL，例如：

输出示例

具体表现：在当前页面唤起授权弹框，实现发起授权。

请求域名：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authorize.html?corp_id={corpId}&sdk_id={sdkId}&redirect_uri={redirect_uri}&stat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orp_id 是 String OAuth 应用的企业 ID。

sdk_id 是 String OAuth 应用 ID。

redirect_uri 是 String 授权后重定向的回调链接地址，请使用 urlEncode 对链接进行处理。

state 是 String 重定向后会带上 state 参数，开发者可以填写 a-zA-Z0-9 的参数值，最多64字节。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uth_code String 授权码。

state String 入参的 state，接入方自行校验，防止 CSRF 攻击。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authorize.html?corp_id=200000999&sdk_id=10066660661&redirect_uri=https%3a%2f

HTTP/1.1 302 Found Location: https://qq.com/callback?a=1&b=2&auth_code=98187ecd****4846ac555a658dcc1122&state=1234

场景2：在腾讯会议会议客户端和 App 内，可通过 JS-API，在当前页面唤起用户授权弹框，获取 auth_code。

PC 客户端： 

移动端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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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参数说明

授权请求入参如下，返回 Promise<void>。

代码示例

描述：调用 permission.authorize，实现第三方应用获取免登授权码。

支持的版本：3.16.0

是否需要鉴权：否

使用说明：业务方在腾讯会议 App 或者客户端内需要获取用户的 authCode 以完成 Oauth 登录，当前用户尚未授权的情况下，也可通过此方法引导用户在

当前页面弹框授权。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ccess function 成功回调

failure function 失败回调

timeout number 超时时间，默认为5s

permission.authorize({

  success: ({ authCode }) => { console.log(authCode) },

  // bizCode: 授权业务场景状态码，主要场景有以下几类：

  // 授权成功【0】：AuthorizeBizCode.SUCCEEDED

  // 申请授权成功【1】：AuthorizeBizCode.APPLY_SUCCEED 

  // 用户选择关闭授权弹框【2】 AuthorizeBizCode.CLOSED

  // 用户选择拒绝授权【3】 AuthorizeBizCode.REJECTED

  // 其他异常【4】，请根据bizMessage获知原因 AuthorizeBizCode.UN_KNOW

  fail: ({ bizCode, bizMessage }) => { 

     console.log(bizCode, biz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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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通过 auth_code 换取授权 access_token。 

接口请求方法：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eader 参数：统一放到 HTTP Header 请求头部中。

输入示例

输出示例

}).catch(err => {

   console.error('authorize error', err);

 });

步骤二：通过 auth_code 换取授权 access_token

https://meeting.tencent.com/wemeet-webapi/v2/oauth2/oauth/access_token

注意

由于授权的 secret 和获取到的 access_token 安全级别都非常高，必须只保存在服务器，不允许传给客户端。后续刷新 access_token、通过 

access_token 获取用户信息等步骤时，也必须从服务器发起。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ntent-Type String 是 内容类型，传入格式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dk_id 是 String OAuth 应用 ID。

secret 是 String OAuth 应用密钥。

auth_code 是 String 授权码，有效期五分钟。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ccess_token String 访问凭证（有效期6小时）。

refresh_token String 用户刷新 access_token 凭证（有效期30天）。

expires Int access_token 过期时间，时间戳（单位秒）。

open_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同一 OAuth 应用，同一用户，值唯一）。

scopes String 用户授权的权限作用域，字符串数组。

open_corp_id String 授权用户的企业 ID，免费版用户返回为空。

示例

{

  "sdk_id":"10066660661",    

  "secret":"fde85be844****13d2747d06313123fa", 

  "auth_code":"98187ecd****4846ac555a658dcc11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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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通过 refresh_token，令牌续约。  

接口请求方法：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eader 参数：统一放到 HTTP Header 请求头部中。

输入示例

    "nonce" : "98187ecdebca4846",

    "data" : {

        "access_token" : "RRZ6+d8Y+JX2hwBtsmF9LpZwBi2gR/bBu3Wq8TmrGtYoV0FqvbnD985smoqkZ6SoV/IgP5h+Lm+pAoxuR",

        "expires" : 1606985243,

        "refresh_token" : "RZ6+d8Y+JX2hwBtsmF9LpZwBi2gR/bBu3Wq8TmrGtYoV0FqvbnD985smoqkZ6SoV/IgP5iO7r+pQoxu",

        "scopes" : [

            "VIEW_USER_INFO",

            "VIEW_VIDEO",

            "MANAGE_VIDEO"

        ],

        "open_id" : "xqGn7bYSD601jnq8xq0lCAlx5h12"

    },

    "message" : "SUCCESS",

    "code" : 0

}

步骤三：刷新 access_token（如有需要）

https://meeting.tencent.com/wemeet-webapi/v2/oauth2/oauth/refresh_token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ntent-Type String 是 内容类型，传入格式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fresh_token 是 string 刷新凭证。

sdk_id 是 string OAuth 应用 ID。

open_id 是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同一 OAuth 应用，同一用户，值唯一）。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ccess_token string 访问凭证（有效期6小时）。

refresh_token string 用户刷新 access_token 凭证（有效期30天），刷新 access_token 时将同时自动续期30天。

expires int access_token 过期时间，时间戳（单位秒）。

open_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同一 OAuth 应用，同一用户，值唯一）。

scopes string 用户授权的权限作用域，字符串数组。

示例

{

   "sdk_id":"10066660661",

"refresh_token":"RZ6+d8Y+JX2hwBtsmF9LpZwBi2gR/bBu3Wq8TmrGtYoV0FqvbnD985smoqkZ6SoV/IgP5iO7r+pQoxu", "open_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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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接口描述：拉取用户信息（检验凭证是否有效）。

接口请求方法：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eader 参数：统一放到 HTTP Header 请求头部中。

输入示例

{

    "nonce" : "98187ecdebca4846",

    "data" : {

        "access_token" : "RRZ6+d8Y+JX2hwBtsmF9LpZwBi2gR/bBu3Wq8TmrGtYoV0FqvbnD985smoqkZ6SoV/IgP5h+Lm+pAoxuR",

        "expires" : 1606985243,

        "refresh_token" : "RZ6+d8Y+JX2hwBtsmF9LpZwBi2gR/bBu3Wq8TmrGtYoV0FqvbnD985smoqkZ6SoV/IgP5iO7r+pQoxu",

        "scopes" : [

            "VIEW_USER_INFO",

            "VIEW_VIDEO",

            "MANAGE_VIDEO"

        ],

        "open_id" : "xqGn7bYSD601jnq8xq0lCAlx5h12"

    },

    "message" : "SUCCESS",

    "code" : 0

}

步骤四：拉取用户信息（检验凭证是否有效）

https://meeting.tencent.com/wemeet-webapi/v2/oauth2/oauth/user_info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ntent-Type String 是 内容类型，传入格式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ccess_token 是 string 访问凭证。

open_id 是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同一 OAuth 应用，同一用户，值唯一）。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xpires string access_token 过期时间，时间戳（单位秒）。

open_id string 用户唯一标识（同一 OAuth 应用，同一用户，值唯一）。

scopes string 用户授权的权限作用域，字符串数组。

示例

{

"access_token":"RZ6+d8Y+JX2hwBtsmF9LpZwBi2gR/bBu3Wq8TmrGtYoV0FqvbnD985smoqkZ6SoV/IgP5iO7r+pQoxu", 

"open_id":"xqGn7bYSD601jnq8xq0lCAlx5h12"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8 共739页

输出示例

鉴权错误返回统一为400。

{

    "nonce" : "98187ecdebca4846",

    "data" : {

        "expires" : 1606985243,

        "scopes" : [

            "VIEW_USER_INFO",

            "VIEW_VIDEO",

            "MANAGE_VIDEO"

        ],

        "open_id" : "xqGn7bYSD601jnq8xq0lCAlx5h12"

    },

    "message" : "SUCCESS",

    "code" : 0

}

鉴权错误返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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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ID 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11:45

该部分内容将接口中常见 ID 汇总列出，字段使用条件请详见具体接口字段描述。

参数 参数描述

AppId
腾讯会议分配给企业的企业 ID。企业管理员可以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单击右上角用户中心，在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管理 > 高级 > 
restApi 中进行查看。

SdkId
用户子账号或开发的应用 ID，企业管理员可以登录 腾讯会议官网 ，单击右上角用户中心，在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管理 > 高级 > 

restApi 中进行查看（如存在 SdkId 则必须填写，早期申请 API 且未分配 SdkId 的客户可不填写）。

instanceid

终端设备类型。目前包括以下类型：

1：App - PC

2：App - Mac

3：App - Android

4：App - iPhone

5：Web

6：App - iPad

7：App - A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App - 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id

企业内用户的唯一 ID，以所属企业为维度，表示同一企业内成员的唯一标识，不同企业间的 userid 隔离。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open_id 用户经过 OAuth2.0 授权后的唯一 ID，以所属应用为维度，表示同一应用内用户的唯一标识，不同应用间 open_id 隔离。

ms_open_id

会议中为每个参会成员授予的临时 ID，以会议为维度，表示同一场会议内用户的唯一标识，不同会议间 ms_open_id 隔离。

ms_open_id 可通过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 、 查询实时会中成员列表 、 查询等候室成员记录 、 查询 ms_open_id-API  等接口
获取，PSTN 接通的用户可通过 查询 PSTN 的 ms_open_id  接口获取。

rooms_id 会议室的唯一 ID，对外的会议室唯一标识，可在管理平台 > 会议室管理中查看。

meeting_room_i
d

会议室的唯一 ID，API 内会议室唯一标识，可通过查询设备列表接口获取。

uuid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使用创建用户接口时返回的 uuid）。
注意：即将废弃，推荐使用 ms_open_id

operator_id_typ

e

接口操作者 ID 的类型。目前包括以下类型：

1：userid

2：open_id

3：rooms_id

4：ms_open_id

5：meeting_room_id

operator_id 接口操作者 ID，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类型不同，operator_id 表示的含义不同。

to_operator_id_ 接口被操作者 ID 的类型。目前包括以下类型：

https://meeting.tencent.com/
https://meeting.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28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05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49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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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userid

2：open_id

3：rooms_id

4：ms_open_id

5：meeting_room_id

to_operator_id
接口被操作者 ID，与 to_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to_operator_id_type 的类型不同，to_operator_id 表示

的含义不同。

meeting_type

会议类型。    
0：一次性会议

1：周期性会议

2：微信专属会议

3：Rooms 投屏会议

5：个人会议号会议

6：网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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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正确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5:41:10

若 Rest API 调用成功，则返回 HTTP Status Code 200，响应体为返回的操作结果和数据。若部分操作不返回数据，则响应体为空。 

有返回数据结果的响应体示例如下：查询一个会议的详情。

示例

{  

  "meeting_number": 1,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7567173273889276131",      

      "meeting_code": "806146667",      

      "password": "1111",      

      "status": "MEETING_STATE_ENDED",      

      "start_time": "1572085800",      

      "end_time": "1572089400",      

      "hosts": [        

        "tester"      

      ],      

      "participants": [        

        "test1"      

      ],      

      "join_url": "https://wemeet.qq.com/w/5NmV29k",      

      "settings": {        

        "mute_enable_join": true,        

        "allow_unmute_self": fals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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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5:41:44

若 Rest API 调用失败，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 HTTP Status Code 不为200，message 字段会显示详细错误信息，包含错误码和详细的错误原因，您

可以参考以下信息查询具体的错误信息。

服务错误，Status Code 统一返回500。

API 请求错误，Status Code 统一返回400。

详细错误信息可解析返回消息体中的 JSON 串 。

示例

HTTP/1.1 500

{

  "error_info":

  {

    "error_code":9003,

    "message":"MEETING NOT EX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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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 APIs

会议管理

创建会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21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快速创建或预定一个会议。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创建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创建该企业下 OAuth2.0 应用的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创建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会议创建  的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本接口的邀请参会成员限制调整至300人。

当会议为周期性会议时，主持人密钥每场会议固定，但单场会议只能获取一次。支持创建周期性会议的主持人密钥。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识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创建会议时 userid 对应的设备类型，不影响入会时使用的设备类型，缺省可填1。

subject 是 String 会议主题。

type 是 Integer
会议类型：
0：预约会议  
1：快速会议

hosts 否 UserObj 会议指定主持人的用户 ID，如果无指定，主持人将被设定为参数 userid 的用户，即 API 调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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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 者。

注意：仅腾讯会议商业版和企业版可指定主持人。

guests 否
Guest 数

组
会议嘉宾列表，会议嘉宾不受会议密码和等候室的限制。

invitees 否
UserObj 
数组

调用方用于标识用户的唯一 ID，仅支持邀请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的成员（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
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该会议将添加至邀请成员的会议列表中。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注意：仅腾讯会议商业版和企业版可邀请参会者，邀请者列表仅支持300人；需要邀请超过300人
的场景请调用 设置会议邀请成员  接口。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start_time 是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是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password 否 String 会议密码（4~6位数字），可不填。

settings 否 Object 会议媒体参数配置。

meeting_type 否 Integer

默认值为0。
0：普通会议

1：周期性会议（周期性会议时 type 不能为快速会议，同一账号同时最多可预定50场周期性会
议）

recurring_rule 否 Object 周期性会议配置。

enable_liv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

live_config 否 Object 直播配置。

enable_doc_up
load_permissio

n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上传文档，默认为允许。

media_set_typ
e

否 Integer
该参数仅提供给支持混合云的企业可见，默认值为0。
0：公网会议

1：专网会议

enable_interpr

eter
否 Boolean

同声传译开关，默认值为false。

false：不开启
true：开启同声传译

enable_enroll 否 Boolean 是否激活报名。

enable_host_k
ey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主持人密钥，默认为fals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host_key 否 String
主持人密钥，仅支持6位数字。

如开启主持人密钥后没有填写此项，将自动分配一个6位数字的密钥。

sync_to_wewo

rk
否 Boolean

会议是否同步至企业微信，该字段仅支持创建会议时设置，创建后无法修改。该配置仅支持与企业
微信关联的企业。

true：同步，默认同步（目前仅支持同步到创建者企业微信，不支持会议邀请者）
false：不同步

time_zone 否 String 时区，可参见 Oracle-TimeZone 标准 。

location 否 String 会议地点。最长支持18个汉字或36个英文字母。

注意

userid 不能为1，为1时会发生不确定错误。

会议主题参数为字符串类型，请求和回复消息体中都需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63659
https://docs.oracle.com/middleware/1221/wcs/tag-ref/MISC/Time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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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象 UserObj

会议媒体参数配置对象（Settings 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s_anonymous 否 Boolean

用户是否匿名入会，缺省为 false，不匿名。

true：匿名
false：不匿名

nick_name 否 String
用户匿名字符串。如果字段“is_anonymous”设置为“true”，但是无指定匿名字符串, 会议将分配
缺省名称，例如“会议用户xxxx”，其中“xxxx”为随机数字。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t
ype_join

否 Integer

成员入会时静音选项，默认值为2。
当同时传入“mute_enable_join”和“mute_enable_type_join”时，将

以“mute_enable_type_join”的选项为准。
0：关闭

1：开启
2：超过6人后自动开启

mute_enable_j

oin
否 Boolean

入会时静音，默认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allow_unmute_
self

否 Boolean
允许参会者取消静音，默认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mute_all 否 Boolean 全体静音。

play_ivr_on_le

ave
否 Boolean 参会者离开时播放提示音，暂时不支持，可在客户端设置。

play_ivr_on_joi

n
否 Boolean 有新的与会者加入时播放提示音，暂不支持，可在客户端设置。

allow_in_befor
e_host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默认值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auto_in_waitin

g_room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llow_screen_

shared_water
mar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屏幕共享水印，默认值为 false。

true： 开启
false：不开启

water_mark_ty
pe

否 Integer
水印样式，默认为单排。当屏幕共享水印参数为开启时，此参数才生效。
0：单排

1：多排

only_enterpris

e_user_allowe
d

否 Boolean

是否仅企业内部成员可入会，默认值为 false。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auto_record_ty

pe

否 String 自动会议录制类型。

none：禁用，表示不开启自动会议录制。
local：本地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本地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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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会议 recurring_rule

cloud：云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可生效。

participant_join
_auto_record

否 Boolean

当有参会成员入会时立即开启云录制，默认值为 false 关闭，关闭时，主持人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当设
置为开启时，则有参会成员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

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enable_host_p

ause_auto_rec
ord

否 Boolean

允许主持人暂停或者停止云录制，默认值为 true 开启，开启时，主持人允许暂停和停止云录制；当设置

为关闭时，则主持人不允许暂停和关闭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
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每天

1：每周一至周五
2：每周

3：每两周
4：每月

5：自定义，示例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until_type 否 Integer

结束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按日期结束重复
1：按次数结束重复

until_date 否 Integer

结束日期时间戳。
说明：结束日期与第一场会议的开始时间换算成的场次数不能超过以下限制：每天、每个工作日、每周最

大支持200场子会议；每两周、每月最大支持50场子会议，例如：对于每天的重复类型，第一场会议开始
时间为1609430400，则结束日期时间戳不能超过1609430400 + 200 × 24 × 60 × 60 - 1。如未

填写，默认为当前日期往后推7天。

until_count 否 Integer
限定会议次数。
说明：每天、每个工作日、每周最大支持200场子会议；每两周、每月最大支持50场子会议。如未填写，

则默认为7次。

customized_re

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自定义周期性会议的循环类型。

0：按天。
1：按周。

2：按月，以周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第二周的周四。
3：按月，以日期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16日。

按周；按月、以周为粒度； 按月、以日期为粒度时，需要包含会议开始时间所在的日期。

customized_re

curring_step
否 Integer

每[n]（天、周、月）重复，使用自定义周期性会议时传入。

例如：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0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5 表示每5天重复一
次。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2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3 表示每3个月重复一次，
重复的时间依赖于 customized_recurring_days 字段。

customized_re
curring_days

否 Integer

哪些天重复。

根据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和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 的不同，该字段可取值与表
达含义不同。如需选择多个日期，加和即可。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 0 时，传入该字段将被忽略。
详细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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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配置 live_config

直播水印信息 live_watermark_info

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subject 否 String 直播主题，开启之后。

live_summary 否 String 直播简介。

enable_live_pa
ssword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密码，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password 否 String 直播密码。当设置开启直播密码时，该参数必填。

enable_live_im 否 Boolean
允许观众讨论，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enable_live_re
play

否 Boolean
开启直播回看，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watermark 否 Object 直播水印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atermark_opt 否 Integer
水印选项，默认为0。
0：默认水印

1：无水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rea 是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是 String 手机号。

guest_name 否 String 嘉宾名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number Integer 会议数量。

meeting_info_list 会议对象数组 预约会议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识。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password String 会议密码。

hosts String 数组
会议主持人的用户 ID，如果无指定，主持人将被设定为上文的 userid，即 API 调用者，仅商业

版和企业版可指定主持人。

participants String 数组 邀请的参会者用户 ID，仅商业版和企业版可邀请参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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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non_registered String 数组 邀请的参会者中未注册用户。

注意：仅腾讯会议商业版和企业版可获取该参数。

start_time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对于快速会议则为会议创建的时间。

end_time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join_url String 加入会议 URL（单击链接直接加入会议）。

settings 会议媒体参数对象 会议的配置，可为缺省配置。

enable_live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

live_config Object 直播配置对象，内部只返回 live_addr（直播观看地址）。

host_key String
主持人密钥，仅支持6位数字。
如开启主持人密钥后没有填写此项，将自动分配一个6位数字的密钥。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

{

     "userid" : "tester",

     "instanceid" : 1,

     "subject" : "tester's meeting",

     "type" : 0,

     "hosts" : ["tester"],

     "invitees" : ["test1", "guest1", "guest2"],

     "start_time" : "1572172200",

     "end_time" : "1572175800",

     "password" : "1111",

     "enable_host_key":true,

     "host_key":"168168",

     "user_non_registered":["test1","test2"],

     "settings" : {

        "mute_enable_type_join":2,

        "allow_unmute_self":false,

        "mute_all": false,

        "play_ivr_on_leave": false,

        "play_ivr_on_join": false,

        "allow_in_before_host":true,

        "auto_in_waiting_room":fals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false,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false

     },

     "meeting_type":1,

     "recurring_rule":{

        "recurring_type":0,

        "until_type":1,

        "until_count":7,

        "until_date":1600682957

     },

     "enable_live": true,

     "live_config": {

        "live_subject":"test_subject",

        "live_summary":"test_summary",

        "enable_live_password": true,

        "live_password":"1234",

        "enable_live_im": true,

        "enable_live_replay":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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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meeting_number": 1,

    "meeting_info_list":[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433471464134410364",

        "meeting_code": "637228110",

        "password": "1111",

        "host_key":"168168",

        "start_time" : "1572172200",

        "end_time" : "1572175800",

        "hosts":["test1"],

        "participants":[],

        "join_url": "https://wemeet.qq.com/w/5oxCqAc",

        "settings":{

            "mute_enable_type_join": 2

         },

        "enable_live":true,

        "live_config":{

                "live_addr":"https://meeting.tencent.com/l/ehewFSfengBPa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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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

通过会议 ID 查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1:12:33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ID 查询会议详情。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到任何该用户创建的企业下的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到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会议。

支持企业管理员查询企业下会议。

本接口的邀请参会成员限制调整至300人。

当会议为周期性会议时，主持人密钥每场会议固定，但单场会议只能获取一次。支持查询周期性会议的主持人密钥。

支持查询 MRA 当前所在会议信息。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有效的会议 ID。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段为准。

operator_id_ty

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段。

userid 否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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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象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number Integer 会议数量。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示。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password String 会议密码。

need_password Boolean
非会议创建者是否需要密码入会。
非会议创建者查询会议，且存在会议密码，则字段为 true；其他情况，字段不返回。

status String

当前会议状态：
1. MEETING_STATE_INVALID：非法或未知的会议状态，错误状态。

2. MEETING_STATE_INIT：会议待开始。会议预定到预定结束时间前，会议尚无人进会。

3. MEETING_STATE_CANCELLED：会议已取消。主持人主动取消会议，待开始的会议才能取消，
且取消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4. MEETING_STATE_STARTED：会议已开始。会议中有人则表示会议进行中。

5. MEETING_STATE_ENDED：会议已删除。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且尚无人进会时，主持人删除会
议，已删除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6. MEETING_STATE_NULL：会议无状态。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会议尚无人进会。

7. MEETING_STATE_RECYCLED：会议已回收。会议已过预定开始时间30天，则会议号将被后台回
收，无法再进入。

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预约会议类型
1：快速会议类型

join_url String 加入会议 URL。

hosts
用户对象

数组
指定主持人列表，仅商业版和企业版可指定主持人。

current_hosts
用户对象
数组

会议当前主持人列表。

current_co_hosts
用户对象
数组

联席主持人列表。

participants
用户对象

数组

邀请的参会者，仅商业版和企业版可邀请参会用户，且只有会议创建者、邀请列表中的成员以及在会议中的

成员才可以查询该字段，最多返回200个邀请者；需要查询超过200人的会议邀请者请调用 获取会议受邀成
员列表  接口。

start_time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settings
会议媒体

参数对象
会议的配置，可为缺省配置。

meeting_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一次性会议
1：周期性会议

2：微信专属会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6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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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象

会议媒体参数对象

3：Rooms 投屏会议

5：个人会议号会议
6：网络研讨会

recurring_rule
period_

meeting
周期性会议设置。

sub_meetings
子会议对

象数组
周期性子会议列表。

has_more_sub_mee

ting
Integer

0：无更多子会议特例   

1：有更多子会议特例

remain_sub_meetin
gs

Integer 剩余子会议场数。

current_sub_meetin
g_id

String 当前子会议 ID（进行中或即将开始）。

enable_live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true：开启
false：关闭

live_config
直播信息
对象

会议的直播配置（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enable_doc_upload
_permission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上传文档，默认为允许。

guests
Guest 数

组
会议嘉宾列表（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has_vote Boolean 是否有投票（会议创建人和主持人才有权限查询）。

enable_enroll Boolean 是否激活报名。

enable_host_key Boolean
是否开启主持人密钥。
true：开启

false：关闭

host_key String
主持人密钥，仅支持6位数字（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如开启主持人密钥后没有填写此项，将自动分配一个6位数字的密钥。

sync_to_wework Boolean

会议是否同步至企业微信，该字段仅支持创建会议时设置，创建后无法修改。该配置仅支持与企业微信关联
的企业。 

true：同步，默认同步
false：不同步

time_zone String 时区，可参见 Oracle-TimeZone 标准 。

location String 会议地点。最长支持18个汉字或36个英文字母。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type_j Integer 成员入会时静音选项。

https://docs.oracle.com/middleware/1221/wcs/tag-ref/MISC/Time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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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会议对象

oin 当同时返回“mute_enable_join”和“mute_enable_type_join”时，请
以“mute_enable_type_join”的结果为准。

0：关闭
1：开启

2：超过6人后自动开启

mute_enable_join Boolean

加入静音状态，默认值为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allow_unmute_self Boolean

是否允许参会者取消静音，默认值为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allow_in_before_ho
st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默认值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auto_in_waiting_roo
m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llow_screen_share

d_watermark
Boolean

是否开启屏幕共享水印，默认值为 false。

true： 开启
false：不开启

water_mark_type Integer
水印样式，默认为单排：
0：单排

1：多排

only_allow_enterpri
se_user_join

Boolean
是否仅企业内部成员可入会。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auto_record_type String

自动录制类型，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none：禁用
local：本地录制 

cloud：云录制

participant_join_aut
o_record

Boolean

当有参会成员入会时立即开启云录制，默认值为 false 关闭，关闭时，主持人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当设置

为开启时，则有参会成员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制锁
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enable_host_pause

_auto_record
Boolean

允许主持人暂停或者停止云录制，默认值为 true 开启，开启时，主持人允许暂停和停止云录制；当设置为关
闭时，则主持人不允许暂停和关闭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将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制

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_meeting_id String 子会议 ID。

status Integer

子会议状态。

0：默认存在
1：已删除

start_time String 子会议开始时间（UTC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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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会议 period_meeting

直播信息对象

直播水印信息 live_watermark_info

end_time String 子会议结束时间（UTC 秒）。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每天

1：每周一至周五
2：每周

3：每两周
4：每月

5：自定义，示例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until_type 否 Integer

结束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按日期结束重复
1：按次数结束重复

until_date 否 Integer 结束日期时间戳，默认值为当前日期 + 7天。

until_count 否 Integer 限定会议次数（1-50次），默认值为7次。

customized_re

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自定义周期性会议的循环类型。

0：按天。
1：按周。

2：按月，以周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第二周的周四。
3：按月，以日期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16日。

按周；按月、以周为粒度； 按月、以日期为粒度时，需要包含会议开始时间所在的日期。

customized_re

curring_step
否 Integer

每[n]（天、周、月）重复，使用自定义周期性会议时传入。
例如：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0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5 表示每5天重复一

次。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2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3 表示每3个月重复一次，

重复的时间依赖于 customized_recurring_days 字段。

customized_re
curring_days

否 Integer

哪些天重复。

根据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和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 的不同，该字段可取值与表
达含义不同。如需选择多个日期，加和即可。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 0 时，传入该字段将被忽略。
详细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subject String 直播主题。

live_summary String 直播简介。

live_password String 直播密码。

enable_live_im Boolean
是否允许观众讨论，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enable_live_replay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回看，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addr String 直播观看地址。

live_watermark object 直播水印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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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watermark_opt 否 Integer
水印选项，默认为0。
0：默认水印

1：无水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rea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String 手机号。

guest_name String 嘉宾名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567173273889276131?userid=tester1&instanceid=1

输出示例（普通会议）

{  

  "meeting_number": 1,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7567173273889276131",      

      "meeting_code": "806146667",      

      "password": "1111",      

      "status": "MEETING_STATE_ENDED",      

      "start_time": "1572085800",      

      "end_time": "1572089400", 

      "type": 1,     

      "hosts": [  

      {

          "userid": "tester"

        }

      ],      

      "participants": [        

         {

          "userid": "tester"

        }     

      ],      

      "join_url": "https://wemeet.qq.com/w/5NmV29k",

      "meeting_type": 0,      

      "settings": {        

        "mute_enable_type_join": 2,        

        "allow_unmute_self": false,

        "play_ivr_on_leave": false,

        "allow_in_before_host": true,

        "auto_in_waiting_room": fals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 true,

        "only_allow_enterprise_user_join": false       

      },

       "enable_live":true,

        "live_config":{

            "live_subject":"test",

            "live_summary":"test",

            "live_password":"654321",

            "enable_live_im":true,

            "enable_live_replay":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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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_addr":"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live_watermark":{

                "watermark_opt":0

            }

        },

        "guests":[

            {

                "area":"86",

                "phone_number":"xxxxxxxxx",

                "guest_name":"xxxx"

            }

        ],

        "enable_host_key":true,

        "host_key":"191810"

    }  

  ]

}

输出示例（周期性会议）

{

  "meeting_number": 1,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18357763596888459343",

      "meeting_code": "31380342405",

      "status": "MEETING_STATE_INIT",

      "start_time": "1599622242",

      "end_time": "1599625842",

      "hosts": [

        {

          "userid": "tester"

        }

      ],

      "join_url": "https://meeting.tencent.com/s/iY4GQ2HkQQGL",

      "settings": {

        "mute_enable_type_join": 2,

        "allow_unmute_self": false,

        "allow_in_before_host": true,

        "auto_in_waiting_room": tru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 true,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 false

      },

      "sub_meetings": [

        {

          "sub_meeting_id": "15996222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622242,

          "end_time": 1599625842

        },

        {

          "sub_meeting_id": "15997086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708642,

          "end_time": 1599712242

        },

        {

          "sub_meeting_id": "15997950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795042,

          "end_time": 1599798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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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b_meeting_id": "15998814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881442,

          "end_time": 1599885042

        },

        {

          "sub_meeting_id": "15999678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967842,

          "end_time": 1599971442

        }

      ],

      "recurring_rule": {

        "recurring_type": 0,

        "until_type": 1,

        "until_count": 7

      },

      "meeting_type": 1,

      "has_more_sub_meetings": 0,

      "remain_sub_meetings": 5,

      "current_sub_meeting_id": "1599622242",

      "enable_live":true,

      "live_config":{

            "live_subject":"test",

            "live_summary":"test", 

            "live_password":"654321",

            "enable_live_im":true,

            "enable_live_replay":true,

            "live_addr":"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

        "enable_host_key":true,

        "host_key":"1918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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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 Code 查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1:12:38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ID 查询会议详情。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到任何该用户创建的企业下的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到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会议。

支持企业管理员查询企业下会议。

本接口的邀请参会成员限制调整至300人。

当会议为周期性会议时，主持人密钥每场会议固定，但单场会议只能获取一次。支持查询周期性会议的主持人密钥。

支持查询 MRA 当前所在会议信息。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code={meetingCode}&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有效的9位数字会议号码。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段为准。

operator_id_ty

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段。

userid 否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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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number Integer 会议数量。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示 。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password String 会议密码。

need_password Boolean
非会议创建者是否需要密码入会。

非会议创建者查询会议，且存在会议密码，则字段为 true；其他情况，字段不返回。

status String

当前会议状态：

1. MEETING_STATE_INVALID：非法或未知的会议状态，错误状态。

2. MEETING_STATE_INIT：会议待开始。会议预定到预定结束时间前，会议尚无人进会。

3. MEETING_STATE_CANCELLED：会议已取消。主持人主动取消会议，待开始的会议才能

取消，且取消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4. MEETING_STATE_STARTED：会议已开始。会议中有人则表示会议进行中。

5. MEETING_STATE_ENDED：会议已删除。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且尚无人进会时，主持人

删除会议，已删除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6. MEETING_STATE_NULL：会议无状态。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会议尚无人进会。

7. MEETING_STATE_RECYCLED：会议已回收。会议已过预定开始时间30天，则会议号将被
后台回收，无法再进入。

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预约会议类型
1：快速会议类型

join_url String 加入会议 URL。

hosts 用户对象数组 指定主持人列表，仅商业版和企业版可指定主持人。

participants 用户对象数组
邀请的参会者，仅商业版和企业版可邀请参会用户，且只有会议创建者、邀请列表中的成员以及在会议
中的成员才可以查询该字段，最多返回200个邀请者；需要查询超过200人的会议邀请者请调用 获取

会议受邀成员列表  接口。

current_hosts 用户对象数组 会议当前主持人列表。

current_co_hosts 用户对象数组 会议联席主持人列表。

start_time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settings
会议媒体参数

对象
会议的配置，可为缺省配置。

meeting_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一次性会议
1：周期性会议

2：微信专属会议
3：Rooms 投屏会议

5：个人会议号会议
6：网络研讨会

recurring_rule period_me
eting

周期性会议设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6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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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象

会议媒体参数对象

sub_meetings
子会议对象数

组
周期性子会议列表。

has_more_sub_meetin

g
Integer

0：无更多。 

1：有更多子会议特例。

remain_sub_meetings Integer 剩余子会议场数。

current_sub_meeting_i

d
String 当前子会议 ID（进行中 / 即将开始）。

enable_live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true：开启

false：关闭

live_config 直播信息对象 会议的直播配置（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enable_doc_upload_p
ermission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上传文档，默认为允许。

guests Guest 数组 会议嘉宾列表（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has_vote Boolean 是否有投票（会议创建人和主持人才有权限查询）。

enable_host_key Boolean
是否开启主持人密钥。
true：开启

false：关闭

host_key String
主持人密钥，仅支持6位数字（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如开启主持人密钥后没有填写此项，将自动分配一个6位数字的密钥。

sync_to_wework Boolean

会议是否同步至企业微信，该字段仅支持创建会议时设置，创建后无法修改。该配置仅支持与企业微信
关联的企业。 

true：同步，默认同步
alse：不同步

time_zone String 时区，可参见 Oracle-TimeZone 标准 。

location String 会议地点。最长支持18个汉字或36个英文字母。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type_joi
n

Integer

成员入会时静音选项。

当同时返回 mute_enable_join 和 mute_enable_type_join 时，请以 
mute_enable_type_join 的结果为准。
0：关闭

1：开启
2：超过6人后自动开启

mute_enable_join Boolean

加入静音状态，默认值为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allow_unmute_self Boolean 是否允许参会者取消静音，默认值为true。
true：开启

https://docs.oracle.com/middleware/1221/wcs/tag-ref/MISC/Time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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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会议对象

周期性会议 period_meeting

false：关闭

allow_in_before_host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默认值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auto_in_waiting_room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llow_screen_shared_

watermark
Boolean

是否开启屏幕共享水印，默认值为 false。

true： 开启
false：不开启

water_mark_type Integer
水印样式，默认为单排：
0：单排

1：多排

only_allow_enterprise

_user_join
Boolean

是否仅企业内部成员可入会。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auto_record_type String

自动录制类型，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none：禁用 
local：本地录制 

cloud：云录制

participant_join_auto_r

ecord
Boolean

当有参会成员入会时立即开启云录制，默认值为 false 关闭，关闭时，主持人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当设置为开启时，则有参会成员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将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
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enable_host_pause_a

uto_record
Boolean

允许主持人暂停或者停止云录制，默认值为 true 开启，开启时，主持人允许暂停和停止云录制；当设
置为关闭时，则主持人不允许暂停和关闭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将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

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_meeting_id String 子会议 ID。

status Integer

子会议状态。

0：默认（存在）
1：已删除

start_time String 子会议开始时间（UTC 秒）。

end_time String 子会议结束时间（UTC 秒）。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每天
1：每周一至周五
2：每周

3：每两周
4：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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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信息对象

直播水印信息 live_watermark_info

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5：自定义，示例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until_type 否 Integer

结束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按日期结束重复
1：按次数结束重复

until_date 否 Integer 结束日期时间戳，默认值为当前日期 + 7天。

until_count 否 Integer 限定会议次数（1-50次）默认值为7次。

customized_re

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自定义周期性会议的循环类型。

0：按天。
1：按周。

2：按月，以周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第二周的周四。
3：按月，以日期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16日。

按周；按月、以周为粒度； 按月、以日期为粒度时，需要包含会议开始时间所在的日期。

customized_re
curring_step

否 Integer

每[n]（天、周、月）重复，使用自定义周期性会议时传入。

例如：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0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5 表示每5天重复一
次。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2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3 表示每3个月重复一次，
重复的时间依赖于 customized_recurring_days 字段。

customized_re

curring_days
否 Integer

哪些天重复。根据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和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 的不同，该字
段可取值与表达含义不同。如需选择多个日期，加和即可。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 0 时，传入该字段将被忽略。
详细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subject String 直播主题。

live_summary String 直播简介。

live_password String 直播密码。

enable_live_im Boolean

是否允许观众讨论，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enable_live_replay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回看，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addr String 直播观看地址。

live_watermark object 直播水印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atermark_opt 否 Integer
水印选项，默认为0。
0：默认水印

1：无水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rea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String 手机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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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_name String 嘉宾名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code=806146667&userid=tester1&instanceid=1

输出示例（普通会议）

{  

  "meeting_number": 1,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7567173273889276131",      

      "meeting_code": "806146667",      

      "password": "1111",      

      "status": "MEETING_STATE_ENDED",      

      "start_time": "1572085800",      

      "end_time": "1572089400",      

      "hosts": [        

          {

          "userid": "tester"

        }    

      ],      

      "participants": [        

          {

          "userid": "tester"

        }     

      ],      

      "join_url": "https://wemeet.qq.com/w/5NmV29k",

      "meeting_type":0,      

      "settings": {        

        "mute_enable_type_join": 2,        

        "allow_unmute_self": false,

        "play_ivr_on_leave": false,

        "allow_in_before_host": true,

        "auto_in_waiting_room": fals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 true,

        "only_allow_enterprise_user_join": false     

      },

      "enable_live":true,

      "live_config":{

            "live_subject":"test",

            "live_summary":"test", 

            "live_password":"654321",

            "enable_live_im":true,

            "enable_live_replay":true,

            "live_addr":"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live_watermark":{

                "watermark_opt":0

            }

        },

        "guests":[

            {

                "area":"86",

                "phone_number":"xxxxxxxxx",

                "guest_name":"xxxx"

            }

        ],

        "enable_host_key":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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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_key":"191810"

    }  

  ]

}

输出示例（周期性会议）

{

  "next_pos": 0,

  "remaining": 0,

  "meeting_number": 1,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7567173273889276131",

      "meeting_code": "806146667",

      "status": "MEETING_STATE_INIT",

      "start_time": "1599622242",

      "end_time": "1599625842",

      "hosts": [

        {

          "userid": "tester"

        }

      ],

      "join_url": "https://meeting.tencent.com/s/iY4GQ2HkQQGL",

      "settings": {

        "mute_enable_type_join": 2,

        "allow_unmute_self": false,

        "allow_in_before_host": true,

        "auto_in_waiting_room": tru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 true,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 false

      },

      "sub_meetings": [

        {

          "sub_meeting_id": "15996222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622242,

          "end_time": 1599625842

        },

        {

          "sub_meeting_id": "15997086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708642,

          "end_time": 1599712242

        },

        {

          "sub_meeting_id": "15997950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795042,

          "end_time": 1599798642

        },

        {

          "sub_meeting_id": "15998814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881442,

          "end_time": 1599885042

        },

        {

          "sub_meeting_id": "1599967842",

          "status": 0,

          "start_time": 1599967842,

          "end_time": 159997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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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curring_rule": {

        "recurring_type": 0,

        "until_type": 1,

        "until_count": 7,

      },

      "meeting_type": 1,

      "has_more_sub_meetings": 0,

      "remain_sub_meetings": 5,

      "current_sub_meeting_id": "1599622242",

      "enable_live":true,

      "live_config":{

            "live_subject":"test",

            "live_summary":"test", 

            "live_password":"654321",

            "enable_live_im":true,

            "enable_live_replay":true,

            "live_addr":"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

        "enable_host_key":true,

        "host_key":"1918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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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会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1:13:33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发送请求需携带公共参数。详情请参见 公共请求参数 。

接口描述

描述：

用户能取消自己创建的会议和自己所管理企业下的会议，且该会议是一个有效的会议。

如果不是会议创建者或者企业管理员或者无效会议号将会返回错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取消任何该用户企业下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取消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取消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会议取消  的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cancel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的唯一 ID。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 API 的用户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br>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reason_code 是 Integer 原因代码，可为用户自定义。

meeting_type 否 Integer
会议类型，默认值为0。
0：普通会议

1：周期性会议

sub_meeting_i
d

否 String 周期性子会议 ID，如果不传，则会取消该系列的周期性会议。

reason_detail 否 String 详细取消原因描述。

输出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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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取消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567173273889276131/cancel

{

     "userid" : "test1",

     "instanceid" : 1,

     "reason_code" : 1,

     "reason_detail" : "取消会议"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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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21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

修改某指定会议的会议信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修改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修改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支持企业管理员修改企业下会议。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修改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会议更新  的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本接口的邀请参会成员限制调整至300人。

当会议为周期性会议时，主持人密钥每场会议固定，但单场会议只能获取一次。支持修改周期性会议的主持人密钥。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的唯一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或企业管理员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ubject 否 String 会议主题。

hosts 否 Array

会议指定主持人的用户 ID，如果无指定，主持人将被设定为 userId；如果有指定，指定主持

人列表需包含 user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如果不传入该字段，则不做修改；如果传入空列表，则该字段清空。

注意：仅腾讯会议商业版和企业版可指定主持人。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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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象 UserObj

invitees 否 用户对象 

UserObj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仅支持邀请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的成员（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

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注意：仅腾讯会议商业版和企业版可邀请参会者，邀请者列表仅支持300人；需要邀请超过
300人的场景请调用 设置会议邀请成员  接口。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start_time 否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否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password 否 String 会议密码（4~6位数字），可不填。如果将字段值改为空字符串""，则表示取消会议密码。

settings 否 Object 会议的配置，可为缺省配置。

meeting_type 否 Integer

默认值为0。  

0：普通会议
1：周期性会议

recurring_rule 否 Object 周期性会议配置，meeting_type 为1时必填。

enable_liv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默认不开启。

live_config 否 Object 直播配置对象，enable_live 为 true 时才生效。

enable_doc_up
load_permissio

n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上传文档，默认为允许。

guests 否 Guest 数组
会议嘉宾列表，不传该字段代表不修改。
注意：传空数组会清空嘉宾列表。一天最多可设置嘉宾10次，且同一用户最多被设置为嘉宾10

次。超出限制会议将不会出现在嘉宾会议列表中。

media_set_typ

e
否 Integer

该参数仅提供给支持混合云的企业可见，默认值为0。

0：公网会议
1：专网会议

enable_enroll 否 Boolean 是否激活报名。

enable_host_k

ey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主持人密钥。
true：开启

false：关闭
修改周期性会议的主持人密钥适用于接下来的所有子会议。

host_key 否 String
主持人密钥，仅支持6位数字。
如开启主持人密钥后没有填写此项，将自动分配一个6位数字的密钥。

time_zone 否 String 时区，可参见 Oracle-TimeZone 标准 。

location 否 String 会议地点。最长支持18个汉字或36个英文字母。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s_anonymous 否 boolean

用户是否匿名入会，缺省为 false，不匿名。

true：匿名
false：不匿名

nick_name 否 String
用户匿名字符串。如果字段“is_anonymous”设置为“true”，但是无指定匿名字符串, 会议
将分配缺省名称，例如 “会议用户xxxx”，其中“xxxx”为随机数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63659
https://docs.oracle.com/middleware/1221/wcs/tag-ref/MISC/Time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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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媒体参数配置对象定义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t

ype_join
否 Integer

成员入会时静音选项。

当同时传入“mute_enable_join”和“mute_enable_type_join”时，将
以“mute_enable_type_join”的选项为准。

0：关闭
1：开启
2：超过6人后自动开启

mute_enable_j

oin
否 boolean 入会时静音。

allow_unmute_

self
否 boolean 允许参会者取消静音（暂不支持）。

mute_all 否 boolean 全体静音。

play_ivr_on_le

ave
否 boolean 参会者离开时播放提示音。

play_ivr_on_joi
n

否 boolean 有新的与会者加入时播放提示音。

allow_in_befor
e_host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默认值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auto_in_waitin
g_room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llow_screen_

shared_water
mar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屏幕共享水印，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water_mark_ty
pe

否 Integer
水印样式，默认为单排。当屏幕共享水印参数为开启时，此参数才生效。
0：单排

1：多排

only_enterpris
e_user_allowe
d

否 boolean
是否仅企业内部成员可入会，默认值为 false。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auto_record_ty

pe
否 String

自动录制类型：

none：禁用，代表不开启自动会议录制。
local：本地录制，代表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本地录制。

cloud：云录制，代表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可生效。

participant_join

_auto_record
否 boolean

当有参会成员入会时立即开启云录制，默认值为 false 关闭，关闭时，主持人入会自动开启云录

制；当设置为开启时，则有参会成员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
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enable_host_p
ause_auto_rec

ord

否 boolean 允许主持人暂停或者停止云录制，默认值为 true 开启，开启时，主持人允许暂停和停止云录制；
当设置为关闭时，则主持人不允许暂停和关闭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将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

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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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会议 recurring_rule

直播配置 live_config

仅客户端2.7及以上版本生效。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每天

1：每周一至周五
2：每周

3：每两周
4：每月

5：自定义，示例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until_type 否 integer

结束重复类型。

0：按日期结束重复
1：按次数结束重复

until_date 否 integer 结束日期时间戳，最大支持预定50场子会议。

until_count 否 integer 限定会议次数（1-50次）。

sub_meeting_i

d
否 String

子会议 ID，表示修改该子会议时间，不可与周期性会议规则同时修改。

如不填写，默认修改整个周期性会议时间。

customized_re
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自定义周期性会议的循环类型。
0：按天。

1：按周。
2：按月，以周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第二周的周四。

3：按月，以日期为粒度重复。例如：每3个月的16日。
按周；按月、以周为粒度； 按月、以日期为粒度时，需要包含会议开始时间所在的日期。

customized_re

curring_step
否 Integer

每[n]（天、周、月）重复，使用自定义周期性会议时传入。
例如：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0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5 表示每5天

重复一次。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2 &&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3 表示每3个月重复

一次，重复的时间依赖于 customized_recurring_days 字段。

customized_re
curring_days

否 Integer

哪些天重复。根据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和 customized_recurring_step 的不

同，该字段可取值与表达含义不同。如需选择多个日期，加和即可。
customized_recurring_type = 0 时，传入该字段将被忽略。

详细请参见 自定义周期规则 API 调用示例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subject 否 String 直播主题，开启之后。

live_summary 否 String 直播简介。

enable_live_pa
ssword

否 boolean
开启直播密码。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password 否 String 直播密码。当设置开启直播密码时，该参数必填。

enable_live_im 否 boolean

允许观众讨论。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enable_live_re

play
否 boolean

开启直播回看。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watermark 否 object 直播水印对象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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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水印信息 live_watermark_info

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修改会议对象

直播配置对象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atermark_opt 否 integer
水印选项，默认为0。
0：默认水印

1：无水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rea 是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是 String 手机号。

guest_name 否 String 嘉宾名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number integer 会议数量。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号码。

enable_live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

live_config Object 直播配置对象，内部只返回 live_addr（直播观看地址）。

host_key String
主持人密钥，仅支持6位数字。

如开启主持人密钥后没有填写此项，将自动分配一个6位数字的密钥。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addr String 直播观看地址。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

{

     "userid" : "tester",

     "instanceid" : 1,

     "subject" : "tester's meeting",

     "hosts" : ["tester"],

     "invitees" : ["test1", "guest1", "guest2"],

     "start_time" : "1572172200",

     "end_time" : "1572175800",

     "password" : "1111",

     "enable_host_key":true,

     "user_non_registered":["test1","test2"],

     "setting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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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e_enable_type_join":2,

        "allow_unmute_self":false,

        "mute_all": false,

        "play_ivr_on_leave": false,

        "play_ivr_on_join": false,

        "allow_in_before_host":true,

        "auto_in_waiting_room":fals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false,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false

     },

     "meeting_type":1,

     "recurring_rule":{

        "recurring_type":0,

        "until_type":1,

        "until_count":7,

        "until_date":1600682957

     },

     "enable_live": true,

     "live_config": {

        "live_subject":"test_subject",

        "live_summary":"test_summary",

        "enable_live_password": true,

        "live_password":"1234",

        "enable_live_im": true,

        "enable_live_replay": true

        }

}

输出示例

{

    "meeting_number": 1,

    "meeting_info_list":[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433471464134410364",

        "meeting_code": "637228110",

        "password": "1111",

        "start_time" : "1572172200",

        "end_time" : "1572175800",

        "hosts":["test1"],

        "participants":[],

        "join_url": "https://wemeet.qq.com/w/5oxCqAc",

        "settings":{

            "mute_enable_type_join": 2

         },

        "enable_live":true,

        "live_config":{

                "live_addr":"https://meeting.tencent.com/l/ehewFSfengBPae"

            },

        "host_key":"4154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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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参会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7:50:38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

会议创建者和企业管理员可以查询参会成员的列表，其他用户的调用会被拒绝。

支持查询网络研讨会参会成员列表。

如果会议还未开始，调用此接口查询会返回空列表。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可获取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中的参会成员，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企业超级管理员）可获取任何该

企业下创建的有效会议中的参会成员，OAuth2.0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只能获取用户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中的参会成员。

当您需要实时监测参会成员入会状态或退会状态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用户入会  和 用户离会  的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articipants?userid={userId}&sub_meeting_id=1234454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的唯一 ID。

sub_meeting_i
d

否 String
周期性会议子会议 ID。说明：可通过查询用户的会议列表、查询会议接口获取返回的子会议 ID，即 
current_sub_meeting_id；如果是周期性会议，此参数必传。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

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段。

userid 否 String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pos 否 int

分页获取参会成员列表的查询起始位置值。当参会成员较多时，建议使用此参数进行分页查询，避免查询
超时。此参数为非必选参数，默认值为0，从头开始查询。 设置每页返回的数量，请参考参数“size”的

说明。查询返回输出参数“has_remaining”为 true，表示该会议人数较多，还有一定数量的参会成
员需要继续查询。返回参数“next_pos”的值即为下一次查询的 pos 的值。多次调用该查询接口直到

输出参数“has_remaining”值为 false。

size 否 int 拉取参会成员条数，目前每页支持最大100条。

start_time 否 int
参会时间过滤起始时间（单位秒）。说明：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如果为空默认当前时间前推31天；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都没传时最大查询时间跨度90天；对于周期性会议查询暂时不生效，请使用

分页参数查询。

end_time 否 int
参会时间过滤终止时间（单位秒）。说明：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如果为空默认取当前时间；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都没传时最大查询时间跨度90天；对于周期性会议查询暂时不生效，请使用

分页参数查询。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 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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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号码。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schedule_start_tim
e

String 预定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schedule_end_tim

e
String 预定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participants Array 参会人员对象数组。

has_remaining boolean 是否还有未拉取的数据，该接口可多次拉取到的数据总量上限为5w条。

next_pos int 和“has_remaining”一起，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支持参会成员列表的多次获取。

total_count int 当前参会总人次。

参会人员对象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参会者用户 ID。

使用企业自建应用鉴权方式（JWT）时，该值为企业唯一用户标识。

ms_open_id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uuid String 用户的身份 ID，仅适用于单场会议。

open_id String
已授权用户的 ID。
使用第三方应用鉴权方式（OAuth2.0）时，该值为已授权用户的 open_id。

其他情况为空。

user_name String 入会用户名（base64）。

phone String 参会者手机号 hash 值 SHA256（手机号 + "/" + secretid）。

join_time String 参会者加入会议时间戳（单位秒）。

left_time String 参会者离开会议时间戳（单位秒）。

instanceid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即MRA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iPadOS

user_role Integer 用户角色：

0：普通成员角色
1：创建者角色

2：主持人
3：创建者+主持人

4：游客
5：游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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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席主持人
7：创建者+联席主持人

webinar_member_
role

Integer

网络研讨会成员角色：
0：普通参会角色

1：内部嘉宾
2：外部嘉宾

3：邀请链接入会嘉宾
4：观众

IP String 用户的 IP 地址。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

location String 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

link_type String 用户的连接方式：UDP、TCP、未知，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

join_type Integer

入会方式：

0：PSTN 普通用户，标准的手机或固话类型
1：普通 VOIP 用户

2：附属投屏 VOIP
3：linux sdk for VOIP

4：附属语音 PSTN
5：附属视频 PSTN

6：linux sdk for PSTN

net String 网络类型：有线、WIFI、2G、3G、4G、未知。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

app_version String 用户的客户端版本。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

audio_state Bool
麦克风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video_state Bool
摄像头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screen_shared_st

ate
Bool

屏幕共享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customer_data String
如果参会成员是通过专属链接进会。
给出用户专属字段 。

示例

示例1（单页）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44115214488302892/participants?userid=owner1&size=20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44115214488302892",

    "meeting_code":"746950080",

    "subject":"Test Meeting",

    "schedule_start_time":"1572085800",

    "schedule_end_time":"1572089400",

    "has_remaining":false,

    "particip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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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id":"test1",

            "user_name":"dBVzdDE=",

            "phone":"0A07C3D999F5E29535D809857B5C44C51B819798542B241EC286F7DC828E0C01",

            "join_time":"1572085800",

            "left_time":"1572089400",

            "instanceid":1

        },

        {

            "userid":"test2",

            "user_name":"dGvzdDI=",

            "phone":"0A07C3D999F5E29535D809857B5C44C51B819798542B241EC286F7DC828E0C01",

            "join_time":"1572085800",

            "left_time":"1572089400",

            "instanceid":1

        }

    ]

}

示例2（多页）

输入示例（第一次拉取）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44115214488302892/participants?userid=owner1&size=1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44115214488302892",

    "meeting_code":"746950080",

    "subject":"Test Meeting",

    "schedule_start_time":"1572085800",

    "schedule_end_time":"1572089400",

    "has_remaining":true,

    "next_pos":5678,

    "participants":[

        {

            "userid":"test1",

            "user_name":"dBVzdDE=",

            "phone":"0A07C3D999F5E29535D809857B5C44C51B819798542B241EC286F7DC828E0C01",

            "join_time":"1572085800",

            "left_time":"1572089400",

            "instanceid":1

        }

    ]

}

输入示例（第二次拉取）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44115214488302892/participants?userid=owner1&pos=5678&size=1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44115214488302892",

    "meeting_code":"746950080",

    "subject":"Test Meeting",

    "schedule_start_time":"1572085800",

    "schedule_end_time":"1572089400",

    "has_remaining":fals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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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serid":"test2",

            "user_name":"dGvzdDI=",

    "phone":"0A07C3D999F5E29535D809857B5C44C51B819798542B241EC286F7DC828E0C01",

            "join_time":"1572085800",

            "left_time":"1572089400",

            "instanceid":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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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时会中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2 17:54:15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当前会中成员列表，仅包括会中的成员。如果用户已离会，则不返回。企业超级管理员、会议创建者、会议主持人和同企业的会议联席主持人可以

查询该数据。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real-time-participan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备注

meeting_id 是 会议的唯一 ID。

sub_meeting_id 否
String 周期性会议子会议 ID。
说明：可通过查询用户的会议列表、查询会议接口获取返回的子会议 ID，即 current_sub_meeting_id；

如果是周期性会议，此参数必传。

operator_id 是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3：rooms_id

page 是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

page_size 是 分页大小，最大50条。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meeting_id String 否 会议的唯一 ID。

meeting_code String 否 会议号码。

subject String 否 会议主题（base64）。

schedule_start

_time
String 否 预定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schedule_end_
time

String 否 预定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status String 否

当前会议状态：
1：MEETING_STATE_INVALID： 非法或未知的会议状态，错误状态。 

2：MEETING_STATE_INIT： 会议待开始。会议预定到预定结束时间前，会议尚无人进会。 
3：MEETING_STATE_CANCELLED： 会议已取消。主持人主动取消会议，待开始的会议才能

取消，且取消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4：MEETING_STATE_STARTED： 会议已开始。会议中有人则表示会议进行中。

5：MEETING_STATE_ENDED： 会议已删除。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且尚无人进会时，主持人
删除会议，已删除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6：MEETING_STATE_NULL： 会议无状态。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会议尚无人进会。 
7：MEETING_STATE_RECYCLED： 会议已回收。会议已过预定开始时间30天，则会议号将

被后台回收，无法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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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对象参数

participants Object 

[]

否 参会人员对象数组。

current_page
Numbe
r

否 当前页。

current_size
Numbe
r

否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Numbe
r

否 根据条件筛选后的总人数。

total_page
Numbe

r
否 根据条件筛选后的总分页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其他信息

userid String 否 同企业内部为企业唯一用户标识，其他企业、个人、小程序入会不会返回。

open_id String 否 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_id。

ms_open_id String 否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user_name String 否 入会用户名（base64）。

join_time String 否 参会者加入会议时间戳（单位秒）。

instanceid String 否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即MRA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iPadOS

user_role String 否

用户角色： 
0：普通成员角色 

1：创建者角色 
2：主持人 

3：创建者+主持人 
4：游客 

5：游客+主持人 
6：联席主持人 

7：创建者+联席主持人

join_type String 否 入会方式：

0：PSTN 普通用户，标准的手机或固话类型
1：普通 VOIP 用户

2：附属投屏 VOIP 
3：linux sdk for VOIP 

4：附属语音 PSTN 
5：附属视频 PSTN 

6：linux sdk for P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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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输出示例

app_version String 否 用户的客户端版本。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

audio_state
Boolea

n
否

麦克风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video_state
Boolea
n

否
摄像头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screen_shared
_state

Boolea
n

否
屏幕共享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示例代码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7970399xxxxxxxx37836/real-time-participants?operator_id=test_restapi_user_496&pag

    "meeting_id": "179xxxxxxxxxxxx37836"

    "meeting_code": "xxxxxxxx"

    "subject": "Z2V0XxxxxxxxxxxxxxxxxxxxWNpcGFudHNfOTg5"

    "schedule_start_time": "16xxxxxxx10"

    "schedule_end_time": "16xxxxxxx10"

    "status": "4"

    "participants": 

        "userid": "test_restapi_user_497"

        "open_id": ""

        "ms_open_id": "68+lhnxxxxxxxxxxxxxxxxhqQC7o4kFb3xxxxxxxxxxxxh+tJ3+j2xkYT1"

        "user_name": "dGVzxxxxxxxxxxxxxxJfNDk3"

        "join_time": "16xxxxxxx11"

        "instanceid": 2

        "user_role": 0

        "join_type": 1

        "app_version": "x.x.x.x"

        "audio_state": true

        "video_state": true

        "screen_shared_state": true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1

    "total_count": 1

    "total_page":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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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用户的会议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22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某指定用户的进行中或待开始的会议列表。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s 否 Integer

分页获取用户会议列表的查询起始时间值，UNIX 秒级时间戳，只能查询开始时间在本时间之后
（包含）的会议（由于存在相同开始时间的会议，所以分页查询后需要根据查询结果的 

meeting_id 去重）。

因目前一次查询返回会议数量最多为20，当用户会议较多时，如果会议总数量超过20，则需要再

次查询。此参数为非必选参数，默认值为0，表示从北京时间当日零点开始查询。

查询返回输出参数“remaining”不为0时，表示还有会议需要继续查询。返回参

数“next_pos”的值即为下一次查询的 pos 的值。

多次调用该查询接口直到输出参数“remaining”值为0。

cursory 否 Integer

分页获取用户会议列表，查询的会议的最后一次修改时间值，UNIX 毫秒级时间戳，分页游标。

因目前一次查询返回会议数量最多为20，当用户会议较多时，如果会议总数量超过20，则需要再

次查询。此参数为非必选参数，默认值为0，表示第一次查询利用会议开始时间北京时间当日零点
进行查询。

查询返回输出参数“remaining”不为0时，表示还有会议需要继续查询。返回参

数“next_cursory”的值即为下一次查询的 cursory 的值。

多次调用该查询接口直到输出参数“remaining”值为0。

当只使用 pos 作为分页条件时,可能会出现查询不到第二页,数据排序出现重复数据等情况与 pos 
配合使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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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象

is_show_all_su
b_meetings

否 String 是否显示周期性会议的所有子会议，默认值为0。
0：只显示周期性会议的第一个子会议

1：显示所有周期性会议的子会议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numb
er

integer 会议数量。

meeting_info_li

st
Array 会议列表。

next_pos Integer 下次查询时请求里需要携带的 pos 参数。

remaining Integer
是否还剩下会议；因目前一次查询返回会议数量最多为20，如果会议总数量超过20则此字段被置为非0，表示需要

再次查询，且下次查询的“pos”参数需从本次响应的“next_pos”字段取值。

next_cursory  Integer

分页获取用户会议列表，查询的会议的最后一次修改时间值，UNIX 毫秒级时间戳，分页游标。

因目前一次查询返回会议数量最多为20，当用户会议较多时，如果会议总数量超过20，则需要再次查询。此参数
为非必选参数，默认值为0，表示第一次查询利用会议开始时间北京时间当日零点进行查询。

查询返回输出参数“remaining”不为0时，表示还有会议需要继续查询。返回参数“next_cursory”的值即

为下一次查询的 cursory 的值。

多次调用该查询接口直到输出参数“remaining”值为0。

当只使用 pos 作为分页条件时,可能会出现查询不到第二页,数据排序出现重复数据等情况与 pos 配合使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示 。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hosts
UserOb

j 数组
会议主持人的用户 ID，如果无指定，主持人将被设定为上文的 userid，即 API 调用者。

current_hosts
用户对象

数组
会议当前主持人列表。

start_time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join_meeting_r

ole
String

查询者在会议中的角色：
creator：创建者

hoster：主持人

invitee：被邀请者

meeting_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普通会议

1：周期性会议

recurring_rule
period_
meetin

g

周期性会议设置。

media_set_typ

e
Integer

该参数仅提供给支持混合云的企业可见，默认值为0。

0：公网会议
1：专网会议

has_more_sub Integer 0：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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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会议对象

周期性会议 period_meeting

会议媒体参数对象

_meeting 1：有更多子会议特例。

remain_sub_m
eetings

Integer 剩余子会议场数。

current_sub_m
eeting_id

String 当前子会议 ID（进行中 / 即将开始）。

status String

当前会议状态：

MEETING_STATE_INVALID：非法或未知的会议状态，错误状态。

MEETING_STATE_INIT：待开始，会议预定到预定结束时间前，会议中无人。

MEETING_STATE_CANCELLED：已取消，主持人主动取消会议，待开始的会议才能取消，取消的会议无
法再进入。

MEETING_STATE_STARTED：会议中，只要会议中有人即表示进行中。

MEETING_STATE_ENDED：已删除，结束时间后且会议中无人时，被主持人删除，已删除的会议无法再进
入。

MEETING_STATE_NULL：无状态，过了预定结束时间，会议中无人。

MEETING_STATE_RECYCLED：已回收，过了预定开始时间30天，会议号被后台回收，无法再进入。     

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预约会议类型

1：快速会议类型

sub_meetings
子会议对

象数组
周期性子会议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_meeting_i
d

String 子会议 ID。

status Integer
子会议状态：
0：默认（存在） 

1：已删除

start_time String 子会议开始时间（UTC 秒）。

end_time String 子会议结束时间（UTC 秒）。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urring_type 否 integer

周期性会议频率，默认值为0。
0：每天

1：每周一至周五
2：每周

3：每两周
4：每月

until_type 否 integer
结束重复类型，默认值为0。
0：按日期结束重复

1：按次数结束重复

until_date 否 integer 结束日期时间戳，默认值为当前日期 + 7天。

until_count 否 integer 限定会议次数（1-50次）默认值为7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j Bool 加入静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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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n

allow_unmute_

self
Bool 静音自解除允许 。

示例

示例1（单页）

输入示例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userid=tester1&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meeting_number": 1,

  "next_pos": 0,

  "remaining": 0,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7567173273889276131",   

      "meeting_code": "806146667",       

      "status": "MEETING_STATE_ENDED",      

      "start_time": "1572085800",      

      "end_time": "1572089400",      

      "hosts": [        

        "tester"      

      ],      

      "join_meeting_role": "invitee"，
       "meeting_type": 1,

       //周期性会议会返回以下信息
      "recurring_rule": {

        "recurring_type": 0,

        "until_type": 1,

        "until_count": 4

      },

      "has_more_sub_meetings": 0,

      "remain_sub_meetings": 3,

      "current_sub_meeting_id": "1599046220"

    }  

  ]

}

示例2（多页）

输入示例（第一次拉取）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userid=tester1&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meeting_number": 1,

  "next_pos": 1572085800,

  "remaining": 1,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meeting_id": "756717327388927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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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_code": "806146667",       

      "status": "MEETING_STATE_ENDED",      

      "start_time": "1572085800",      

      "end_time": "1572089400",      

      "hosts": [        

        "tester"      

      ],      

      "join_meeting_role": "invitee"，

       "meeting_type": 1,

       //周期性会议会返回以下信息

      "recurring_rule": {

        "recurring_type": 0,

        "until_type": 1,

        "until_count": 4

      },

      "has_more_sub_meetings": 0,

      "remain_sub_meetings": 3,

      "current_sub_meeting_id": "1599046220"

    }  

  ]

}

输入示例（第二次拉取）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userid=tester1&instanceid=1&pos=1572085800

输出示例

{  

  "meeting_number": 1,

  "next_pos": 0,

  "remaining": 0,  

  "meeting_info_list": [    

    {      

      "subject": "tester's meeting-2",      

      "meeting_id": "7567173273889276131",   

      "meeting_code": "806146667",       

      "status": "MEETING_STATE_ENDED",      

      "start_time": "1572085801",      

      "end_time": "1572089401",      

      "hosts": [        

        "tester"      

      ],      

      "join_meeting_role": "invitee"，

       "meeting_type": 1,

       //周期性会议会返回以下信息

      "recurring_rule": {

        "recurring_type": 0,

        "until_type": 1,

        "until_count": 4

      },

      "has_more_sub_meetings": 0,

      "remain_sub_meetings": 3,

      "current_sub_meeting_id": "15990462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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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用户已结束会议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1:13:46

描述：获取某指定用户的已结束的会议列表，可返回用户创建与参加过的已结束会议列表，支持 OAuth2.0 鉴权。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对象

接口描述

https://api.meeting.qq.com/v1/history/meetings/{userid}?page_size={page_size}&page={page}&meeting_code={meeting_cod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20条，最大20条。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默认为1。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号，会议号中不能包含有空格。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查询起始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否 Integer 查询结束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注意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组成一个时间区间，不提供则表示最近一个月；只提供 start_time 则向后推31天，只提供 end_time 则向前推31天；当

提供时间跨度时，时间跨度不能大于90天。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rger 当前实际页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meeting_info_li
st

Array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示。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sub_meeting_i
d

String 周期性会议子会议号。

start_time Integer 会议开始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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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time Integer 会议结束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meeting_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一次性会议
1：周期性会议

2：微信专属会议
3：Rooms 投屏会议

5：个人会议号会议
6：网络研讨会

示例一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history/meetings/tester?page_size=2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2,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2,

    "meeting_info_list": [{

        "meeting_id": "1111111111111111111",

        "meeting_code": "222222222",

        "subject": "tester预定的会议",

        "meeting_type": 0,

        "start_time": 1614308400,

        "end_time": 1614310200

    }, {

        "meeting_id": "3333333333333333333",

        "meeting_code": "444444444",

        "subject": "tester1的快速会议",

        "meeting_type": 0,

        "start_time": 1614588898,

        "end_time": 1614592498

    }]

}

示例二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history/meetings/tester?page_size=20&page=1&meeting_code=222222222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1,

    "meeting_info_list": [{

        "meeting_id": "1111111111111111111",

        "meeting_code": "222222222",

        "subject": "tester预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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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_type": 0,

        "start_time": 1614308400,

        "end_time": 16143102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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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会议受邀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8:01

受邀成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 ID 获取受邀成员列表，支持分页获取，且只有会议的创建者才有权限获取。

请求方式：GET

请求 URL：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invitees?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pos={po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s 否 Integer

分页获取受邀成员列表的查询起始位置值。此参数为非必选参数，默认值为0，从头开始查询。输出参

数“has_remaining”为 true，表示还存在受邀成员需要继续查询；输出参数“next_pos”即下一次
查询的“pos”值。多次调用该接口直到输出参数“has_remaining”为 false。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nvitees 受邀成员对象数组 会议邀请的参会者。

has_remaining Boolean 是否还存在受邀成员需要继续查询。

next_pos Integer 当“has_remaining”为 true 时，下次查询时输入参数“pos”的值。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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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_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invitees?userid=user1&instanceid=1&pos=0

输出示例

{

  "invitees": [

    {

      "operator_id_type": 1,

      "operator_id": "21",

      "nick_name": "史磊",

      "userid": "71"

    },

    {

      "operator_id": "76",

      "userid": "13",

      "nick_name": "薛秀兰",

      "operator_id_type": 1

    },

    {

      "userid": "15",

      "operator_id_type": 1,

      "operator_id": "38",

      "nick_name": "沈杰"

    },

    {

      "operator_id_type": 1,

      "userid": "32",

      "operator_id": "71",

      "nick_name": "卢杰"

    },

    {

      "operator_id": "69",

      "operator_id_type": 1,

      "userid": "99",

      "nick_name": "魏洋"

    }

  ],

  "has_remaining": false,

  "next_pos": 66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72 共739页

设置会议邀请成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2:18

受邀成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 ID 设置邀请成员，只有会议的创建者才有权限设置。最多可以设置2000名邀请者。

说明

本接口为覆盖式设置。

请求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invite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invitees 否
受邀成员
对象数组

会议邀请的参会者（不送或传空数组会清空受邀成员列表，最大支持2000人）。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仅支持邀请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的成员（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
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输出参数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73 共739页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_non_registered String 数组 邀请的参会者中未注册用户。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2594xxxxxxxxxx9143/invitees

{

    "userid": "testinvitees_01xxxxxxxxxx061778",

    "instanceid": 1,

    "invitees": [{

        "userid": "testinvitees_116xxxxxxxxx98397"

    },

    {

        "userid": "testinvitees_2163xxxxxxxxxx898"

    },

    {

        "userid": "testinvitees_3163xxxxxxxxxx971"

    },

    {

        "userid": "testinvitees_416xxxxxxxxxx4715"

    },

    {

        "userid": "testinvitees_516xxxxxxxxxx8371"

    }]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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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成员报名 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31 17:00:03

接口描述

描述：  支持查询会议中已报名成员的报名 ID，仅会议创建者可查询。

可通过会中成员的 ms_open_id 查询到对应的报名 ID，成员的 ms_open_id 可通过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  接口获取。

成员的报名 ID 每场会议是唯一的，可以通过 查询会议报名信息  接口匹配其对应的报名信息。

如果传入的成员没有报名，则不会返回该成员的 ms_open_id 和报名 ID。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请求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enroll/id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
pe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否 String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

用报名接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orting_rules 否 Integer

查询报名 ID 的排序规则。当该账号存在多条报名记录（手机号导入、手动报名等）时，该接口返回的

顺序。
1：优先查询手机号导入报名，再查询用户手动报名，默认值。

2：优先查询用户手动报名，再查手机号导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6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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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报名 ID 对象

ms_open_id_li

st

是 String 

数组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适用于所有用户）数组，单次最多支持500条。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enroll_id_list 对象数组 成员报名 ID 数组，仅返回已报名成员的报名 ID，若传入的用户无人报名，则无该字段。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适用于所有用户。

enroll_id Integer 报名 ID。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545613049490456875/enroll/ids

{

    "userid": "john117",

    "instanceid": 2,

    "ms_open_id_list": ["agaqwwgdkkddd","ahfsdugkjsdg","jhgsddgskjh"]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545613049490456875",

        "enroll_id_list": [

              {

                  "ms_open_id": "agaqwwgdkkddd",

                  "enroll_id": 1386442

              }，

              {

                  "ms_open_id": "ahfsdugkjsdg",

                  "enroll_id": 9896426

              }，

              {

                  "ms_open_id": "jhgsddgskjh",

                  "enroll_id": 698356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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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报名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2:32

接口描述

描述：修改会议的报名配置和报名问题，仅会议创建者可修改，且需要会议已开启报名。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修改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修改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请求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enroll/config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必选 备注

operator_id String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approve_type Integer 否

审批类型：

1：自动审批，默认自动审批。
2：手动审批。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is_collect_que
stion

Integer 否
是否收集问题：
1：不收集，默认不收集问题。

2：收集。

question_list Object 否 报名问题列表，非特殊问题按传入的顺序排序，特殊问题会优先放在最前面，仅开启收集问题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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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问题对象

问题选项对象

数组

userid String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
名接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no_registration
_needed_for_s

taff

Boolea

n
否

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true：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false：默认配置，本企业用户及企业外用户需要报名。

名称 类型 必选 备注

is_required Integer 是
是否必填：
1：否
2：是

option_list
Object 数

组
否 问题选项列表，按传入的顺序排序，仅单选和多选时有效，最多8个选项，每个选项限40个汉字。

question_title String 否
问题标题，限制40个字符。

说明：special_type 为特殊问题时，该字段无效。

question_type Integer 否

问题类型：
1：单选

2：多选
3：简答

说明：special_type 为特殊问题时，该字段无效。

special_type Integer 否

特殊问题类型：

1：无
2：手机号

3：邮箱
4：姓名

5：公司名称
说明：目前特殊问题均为简答题。

名称 类型 必选

content String 否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识。

question_count Integer 报名问题数量，不收集问题时该字段返回0。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enroll/config

{

    "userid": "user1",

        "instanceid": 2,

        "question_list": [

            {

                "is_required": 2,

                "special_type": 2,

                "question_title": "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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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o_registration_needed_for_staff": false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question_coun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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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报名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8:13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会议的报名配置和报名问题，仅会议创建者可查询。

会议未开启报名时会返回未开启报名错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请求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enroll/config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备注

operator_id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

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

pe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userid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名接口则也
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instanceid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approve_type Integer
审批类型：
1：自动审批，默认自动审批。

2：手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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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问题对象

问题选项对象

is_collect_question Integer 是否收集问题：

1：不收集，默认不收集问题。
2：收集。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识。

question_list Object 数组 报名问题列表，自定义问题按传入的顺序排序，预设问题会优先放在最前面，仅开启收集问题时有效。

no_registration_ne

eded_for_staff
Boolean

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true：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false：默认配置，本企业用户及企业外用户需要报名。

名称 类型 备注

is_required Integer
是否必填：
1：否

2：是

option_list Object 数组 问题选项列表，按传入的顺序排序，仅单选和多选时有效，最多8个选项，每个选项限40个汉字。

question_title String
问题标题，限制40个字符。

说明：special_type 为特殊问题时，该字段无效。

question_type Integer

问题类型：
1：单选

2：多选
3：简答
说明：special_type 为特殊问题时，该字段无效。

special_type Integer

特殊问题类型：

1：无
2：手机号

3：邮箱
4：姓名

5：公司名称
说明：目前特殊问题均为简答题。

名称 类型 备注

content String -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enroll/config?instanceid=2&user_id=user1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approve_type": 1,

    "is_collect_question": 2,

    "no_registration_needed_for_staff": false,

    "question_list": [{

        "is_required":2,

        "question_type":3,

        "question_title":"手机号",

        "special_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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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审批会议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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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1:14:17

接口描述

描述：批量审批会议的报名信息，仅会议创建者可审批。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审批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审批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请求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enroll/approvals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operator_id String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是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action Integer 是

审批动作：

1：取消批准
2：拒绝

3：批准
说明：取消批准后状态将变成待审批。

enroll_id_list
Integer 

数组
是 报名 ID 列表。

instanceid Integer 否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id String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

用报名接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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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d_count Integer 成功处理的数量。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的唯一标识。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enroll/approvals

{

    "userid": "user1",

    "instanceid": 2,

    "enroll_id_list":[9896426]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00001",

    " handled_coun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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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报名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8:22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已报名观众数量和报名观众答题详情，仅会议创建者可查询。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 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通过 OAuth 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调用方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使用获取参会成员列表 接口获得成员的 ms_open_id 后，成员的报名 ID 可以通过 查询会议成员报名 ID  接口，或 查询网络研讨会成员报名 ID  接口来确

认和匹配对应的报名信息。

请求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enroll/approval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备注

operator_id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

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
pe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userid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名接口则也

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instanceid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age 是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

page_size 是 分页大小，最大50条。

status 否 审批状态筛选字段，默认返回全部。审批状态：
0：全部。

1：待审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19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1938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85 共739页

报名对象

答题对象

2：已拒绝。

3：已批准。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enroll_list
报名对象
列表

当前页的报名列表，current_size 为0时无该字段。

total_count Integer 根据条件筛选后的总报名人数。

total_page Integer 根据条件筛选后的总分页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answer_list
Object 

数组
答题列表。

enroll_id Integer 报名 ID。

enroll_time String 报名时间（utc+8，非时间戳）。

enroll_source_
type

Integer
报名来源：
1：用户手动报名。

2：批量导入报名。

nick_name String
昵称。

若通过手机号导入报名且未设置昵称，则该字段显示手机号。

status Integer

报名状态：
1：待审批。

2：已拒绝。
3：已批准。

userid String
报名者与会议创建者为同企业时，返回 userid，否则为空。   
导入报名入参为手机号的情况不返回 userid。

open_id String 报名者已授权过会议创建的应用时返回 open_id，否则为空。

ms_open_id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所有用户都有。

enroll_code String 报名码，用于电话入会的凭证。

名称 类型 备注

answer_conten

t
String 数组 回答内容：单选和简答只有一个元素，多选会有多个。

is_required Integer

是否必填：

1：否。
2：是。

question_num Integer 问题编号，1,2,3...等形式。

question_title String 问题标题。

question_type Integer 问题类型：

1：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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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选
3：简答

special_type String

特殊问题类型：
1：无

2：手机号
3：邮箱

4：姓名
5：公司名称

说明：目前特殊问题均为简答题。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enroll/approvals?userid=user1&instanceid=2&page_size=5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1,

    "enroll_list":[{

        "enroll_id":1386442,

        "nick_name":"ccc",

        "status":3,

        "enroll_time":"2023-03-23 10:00:00",

        "userid":"",

        "open_id":"",

        "ms_open_id":"agaqwwgdkkddd",

        "enroll_source_type":2,

        "enroll_code":"333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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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会议报名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8:27

报名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指定会议中导入报名信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通过同企业下用户 userid 和手机号导入报名信息，OAuth2.0 鉴权用户能通过用户 open_id，与应用同企业下的 userid 以

及手机号导入报名信息。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商业版单场会议导入上限1000条，企业版单场会议导入上限4000条。如需提升，请 联系我们 。

请求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enroll/import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当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
pe

Integ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enroll_list
报名对象
列表

必须 报名对象列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open_id String 非必须 OAuth 授权用户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3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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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对象

如果都传了以 openid 为准（优先级为：openid > userid > phone_number）。

JWT 鉴权方式无法使用 open_id 导入报名。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企业内的用户的唯一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area String 非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若使用 phone_number 的方式导入，该字段必填（例如：中国传86，不是

+86）。

phone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手机号。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nick_name String 非必须 报名的昵称。此处的修改不会影响会中展示的昵称，仅展示在导出的报名信息。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total_count Integer 成功导入的报名信息条数。

enroll_list Object 数组 报名对象列表。

user_non_registered String 数组 通过 userid 方式导入时，本企业内未注册用户。返回未注册的 userid 数组。

名称 类型 备注

enroll_id Integer 报名 ID。

open_id String

OAuth 授权用户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userid String

企业内的用户的唯一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area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若使用 phone_number 的方式导入，该字段必填（例如：中国传86，不是
+86）。

phone_number String
手机号。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nick_name String 报名的昵称。

enroll_code String 报名码，用于电话入会的凭证。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enroll/import

{

    "instanceid": 2,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 1,

    "enroll_list": [

        {

            "area": "86",

            "phone_number": "136121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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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e_name":"asdn"

        }

    ]

}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enroll_list": [

        {

            "userid": "",

            "area": "86",

            "phone_number": "13612113333",

            "nick_name": "asdn",

            "enroll_code": "1112",

            "enroll_id": 1386442,

            "open_i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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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会议报名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8:32

接口描述

描述：

删除指定会议的报名信息，支持删除用户手动报名的信息和导入的报名信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删除该用户企业下会议的报名信息，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删除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的报名信息。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请求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enroll/unregistration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删除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
pe

Integ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enroll_id_list
报名对象

数组
必须 报名 ID 列表。

报名对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enroll_id Integer 必须 报名 ID。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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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_count Integer 成功删除的报名信息数量。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enroll/unregistration

{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id": 2,

    "enroll_id_list": [

        {

            "enroll_id": 1386442

        }

    ]

}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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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专属参会链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1 15:02:4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用户专属参会链接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使用该接口，可用 customer_data  进行区分，为一场会议生成多个会议链接。通过用户入会、用户进入等候室等事件，或通过获取等候室成员列表的 

API 查询到该参数。

该接口不支持个人会议号会议、网络研讨会（Webinar）。支持企业品牌化链接。

参会者腾讯会议客户端版本需大于等于 3.2.0。

暂不支持 OAuth 2.0 鉴权方式访问。

接口请求方法：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customer-short-url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customer_data 是 String 用户专属字段，长度不超过256 字节。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short_url_customer

_data
对象 用户专属参会链接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stomer_data String 用户专属字段。

meeting_short_url String 用户专属参会链接。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customer-short-url

   "customer_data":"test"

   "meeting_id":"7567173273889276131"

{

,

}

输出示例

  "meeting_short_url_customer_data":

  

    "customer_data":"test"

    "meeting_short_url":"https://meeting.tencent.com/dm/jCTxxxxxxx8C"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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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获取用户专属参会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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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1 15:03:57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用户专属参会链接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可以获取指定会议的所有专属参会链接及 customer_data 。

该接口不支持个人会议号会议、网络研讨会（Webinar）。支持企业品牌化链接。

参会者腾讯会议客户端版本需大于等于 3.2.0。

暂不支持 OAuth 2.0 鉴权方式访问。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customer-short-url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short_url_customer_
data

对象数组 用户专属参会链接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stomer_data String 用户专属信息字段。

meeting_short_url String 用户专属参会链接。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567173xxxxxxxx6131/customer-short-url

输出示例

    "meeting_short_url_customer_data":

    

    

      "customer_data":"test"

      "meeting_short_url":"https://meeting.tencent.com/dm/OkyxxxxiT5j7"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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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个人会议号会议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8:42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个人会议号（PMI）会议的会议列表（待开始、进行中、已结束），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pmi-meeting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即个人会议号拥有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

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用户 userid
3：rooms 设备 rooms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tart_time 否 String 查询起始时间，时间区间不超过90天。

end_time 否 String 查询结束时间，时间区间不超过90天。

page 否 Integer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默认为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20条，最大20条。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实际页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string 数据总页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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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象

meeting_info_list 会议对象

列表

会议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有效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status Integer 会议状态。

start_time Integer 会议预订开始时间（UTC 秒）。

end_time Integer 会议预订结束时间（UTC 秒）。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pmi-meetings?operator_id_type=1&operator_id=abcd&instanceid=1&start_time=1679295600

输出示例

{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1,

    "total_count": 1,

    "total_page": 1,

    "meeting_info_list": [

    {

        "meeting_id": "100001",

        "meeting_code": "12345678",

        "subject": "tester's meeting",

        "status": 1,

        "start_time": 1679295800,

        "end_time": 16792968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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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实时等候室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31 11:13:4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等候室人员对象参数

接口描述

描述：

会议拥有者获取某指定会议的等候室成员列表，需开启等候室且为“会议进行中”状态。

只有会议的拥有者即创建者可以查询等候室成员列表，其他用户的调用会被拒绝。如果会议非进行中，调用此接口查询会返回空列表。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可获取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会议中的等候室成员列表，OAuth2.0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只能获取用户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会议中的等候室成员列表。

此接口暂不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的情况。

接口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waiting-room-participants?userid={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的唯一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page_size 否 int 分页大小，默认10，最大50。

page 否 int 页码，从1开始。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int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int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int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total_page int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唯一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base64 编码)。

schedule_start_time int 预定的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schedule_end_time int 预定的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participants Array 等候室人员对象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等候室成员用户 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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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id String 用户唯一身份 ID，单场会议唯一。

user_name String 入会用户名（base64）。

instanceid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phone

app_version String 客户端版本。

customer_data String 用户专属信息。

open_id String 等候室 OAuth2.0 鉴权用户的 ID。

ms_open_id String 成员会中唯一 ID。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44115214488302892/waiting-room-participants?userid=owner1&page_size=20

输出示例

    "total_count":2

    "current_size":1

    "current_page":1

    "total_page":1

    "meeting_id":"144115214488302892"

    "meeting_code":"746950080"

    "subject":"asfagaqga="

    "schedule_start_time":1572085800

    "schedule_end_time":1572089400

    "participants":

        

            "userid":"test1"

            "user_name":"dBVzdDE="

            "uuid":"asfsasagsasgqgqhkkk"

            "app_version":"1.12.321"

            "instanceid":1，

            "open_id":"xxxxxxx123xxxxxx"

            "ms_open_id":"enim proident v"

        

        

            "userid":"test2"

            "user_name":"dGvzdDI="

            "uuid":"193jskao1j9sla12k"

            "app_version":"1.12.3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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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1

            "customer_data":"test"

            "open_id":"xxxxxxx123xxxxxx"

            "ms_open_id":"enim proident k"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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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等候室成员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5:41

人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查询等候室成员列表，包括等候室内所有用户的进出记录。会前、会中、会后都可以查询。

“查询等候室成员列表”改为“获取实时等候室成员列表”，只有当前等候室的成员。

如果是 PMI 会议，返回的是 PMI 的 meeting_code。

需要分页，每页最大50条。

调用方式：GET

鉴权方式：JWT 鉴权、OAuth 鉴权

OAuth 鉴权的权限为：查询会议、查询和管理会议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meeting_id}/waiting-room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必须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调用该接口。operator_id 必
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page 必须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

page_size 必须 每页数据条数。默认值20，最大值5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的唯一 ID。 

subject String 必须 会议主题。

meeting_code String 必须 会议 CODE。

schedule_start_tim
e

Integer 必须 预定开始时间（单位：毫秒）。

schedule_end_time Integer 必须 预定结束时间（单位：毫秒）。

participants Object [] 必须 人员对象数组。

current_size Number 必须 当前页数据条数。

total_count Number 必须 总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Number 必须 当前页码。

total_page Number 必须 总页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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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name String 必须 入会用户名（base64）。

userid String 必须 成员用户 ID。

open_id String 必须 OAuth2.0 鉴权用户的 ID。

ms_open_id String 必须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instanceid String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join_time Integer 必须 加入时间（单位：毫秒）。

left_time Integer 必须 离开时间（单位：毫秒）。

app_version String 必须 应用版本。

示例

输入示例

{

  "operator_id":"songe",

  "operator_id_type":2,

  "page":5,

  "page_size":10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111111111111",

  "subject": "consequat",

  "meeting_code": "999999999",

  "schedule_start_time": "dolo",

  "schedule_end_time": "nulla qui veniam",

  "participants": [

    {

      "user_name": "consectetur aliqua dolor amet",

      "userid": "songe",

      "open_id": "amet ad",

      "ms_open_id": "enim proident v",

      "instanceid": "1",      

      "join_time": "111111111",

      "left_time": "111111111",

      "app_version": "cillum eiusm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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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urrent_size": 30,

  "total_count": 1000,

  "current_page": 10,

  "total_page":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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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用户设备是否入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0:20:45

已加入会议列表

接口描述

描述：

查询用户设备是否入会接口，用来查询本企业用户在当前时间是否有设备进入指定的会议中。

不支持 OAuth2.0 鉴权方式访问。

调用方式： 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query/meetingid-for-devic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说明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即查询者的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Integ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JWT 鉴权仅支持 userid。 

instanceids
Number[

]
非必须 

终端设备类型列表，该参数不带，则会查询所有设备上的会议信息，带则表示查询指定设备。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列表。查询用户是否有设备在指定的会中。 企业自建鉴权方式，该参数必填且必须为
本企业创建的会议。只能查询某个用户是否在某场本企业的会中。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说明   

meeting_id_map Object [] 非必须 用户设备已加入的会议的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说明   

meeting_id String 非必须 会议 ID。

instanceid Number 非必须 终端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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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健康度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6 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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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已结束会议的会议及参会成员的健康度，付费开通该服务的企业管理员、超管可以查询，与是否为会议创建者、主持人或联席主持人无关。

调用方式：GET

鉴权方式：支持 JWT 鉴权和 Oauth 鉴权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quality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

同类型。
角色校验：付费开通该服务的企业管理员/超管可以查询健康度。

operator_id_type 是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否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ub_meeting_id 否
周期性会议子会议 ID。
说明：可通过查询用户的会议列表、查询会议接口获取返回的子会议 ID，即 current_sub_meeting_id；

如果是周期性会议，此参数必传。

page_size 是 分页大小，最大50。

page 是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

start_time 是

参会时间过滤起始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秒），可查询的时间区间为过去7天到现在。<br>返回 
meeting_id 对应会议房间下，开始时间大于等于 start_time 且离 start_time 最近的一个媒体房间数据

（从第一个人入会到会中成员全部离开会议形成一个媒体房间，若同一会议号下再次有人入会则形成新的媒体
房间）。

如果同一会议号下有多个媒体房间，请先使用“获取账户级已结束会议列表”接口查询，获知需查询的媒体房
间的 start_time。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的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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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健康度对象

quality Integer 必须 健康度：

0：无数据
1：健康

2：告警

audio_quality Integer 必须

音频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video_quality Integer 必须

视频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screen_share_qual
ity

Integer 必须

共享屏幕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network_quality Integer 非必须

网络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problems String [] 必须 告警的具体问题。

participants Object [] 必须
参会人员健康度对象数组（按成员入会时间正序排列，入会越早的在越上面；成员使用不同端
入会时平铺返回数据，instanceid 不同）。

current_page Integ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current_size Integ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total_count Integ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total_page Integ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必须 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 其他企业、个人和小程序没有 。

open_id String 必须 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_id。

ms_open_id String 必须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instanceid String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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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quality Integer 必须

用户健康度：
0：无数据

1：健康
2：告警

audio_quality Integer 必须

音频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video_quality Integer 必须

视频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screen_share_qual

ity
Integer 必须

共享屏幕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network_quality Integer 非必须

网络质量：
0：无数据
1：好

2：较好
3：中

4：差

problems Sring [] 必须 告警的具体问题。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quality?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xeKgO2E0K903KW&instanceid=2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quality": 1,

    "audio_quality": 0,

    "video_quality": 0,

    "screen_share_quality": 0,

    "network_quality": 0,

    "problems": [],

    "participants": [

        {

            "userid":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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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_id": "abcd",

            "ms_open_id": "FImM5EqqmQGB9I/jppr0tjaCaQcyEjQsd0dVYY+6qCin",

            "user_name": "test user",

            "instanceid": "2",

            "quality": 1,

            "audio_quality": 0,

            "video_quality": 0,

            "screen_share_quality": 0,

            "network_quality": 0,

            "problems": []

        }

    ],

    "total_count": 1,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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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等候室欢迎语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8:56

接口描述

描述：为已开启等候室的会议配置等候室欢迎语。当有用户进入等候室时，会收到来自会议主办方的私聊消息引导。

调用方式： POST

鉴权方式：JWT 鉴权、OAuth 鉴权

权限点：查看和管理会议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et-waiting-room-welcome-messag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设置等候室欢迎语的用户。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企业管理平台

有会控权限的用户可以设置。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Numb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enable_welcome Boolean 必须 是否开启等候室欢迎语能力。

welcome_text String 必须
欢迎语，文本类型，最大长度1000字符。欢迎语中如果传入占位符 %NICKNAME%（大小

写敏感），则该占位符会被替换为被私聊用户的会中昵称。一条消息中支持多个占位符。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elcome_text String
欢迎语，文本类型，最大长度1000字符。欢迎语中如果传入占位符%NICKNAME%（大小写敏感），则
该占位符会被替换为被私聊用户的会中昵称。一条消息中支持多个占位符。

enable_welcome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欢迎语能力。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et-waiting-room-welcome-message

{

    "meeting_id": "100001",

    "operator_id_type": 1,

    "welcome_text": "欢迎大家",

    "operator_id": "user1",

    "enable_welcome": true

}

输出示例

{

    "welcome_text":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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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_welcome": true

}

获取等候室欢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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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9:01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会议的等候室欢迎语。当有用户进入等候室时，会收到来自会议主办方的私聊消息引导。

调用方式： GET

鉴权方式：JWT 鉴权、OAuth 鉴权

权限点：查看会议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meeting_id}/waiting-room-welcome-messag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设置等候室欢迎语的用户。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企业管理
平台有会控权限的用户可以设置。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Numb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elcome_text String
欢迎语，文本类型，最大长度1000字符。欢迎语中如果传入占位符%NICKNAME%（大小写敏感），则

该占位符会被替换为被私聊用户的会中昵称。一条消息中支持多个占位符。

enable_welcome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欢迎语能力。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100001/waiting-room-welcome-message?operator_id=user1&operator_id_type=1

输出示例

{

    "welcome_text": "欢迎大家",

    "enable_welcome":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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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异步导出任务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4 14:25:28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异步导出任务的结果。

鉴权方式：JWT 鉴权

调用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job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tatus Integer

任务状态。

0：未完成
1：已完成

job_url Stirng 任务下载链接，有效期2小时。

error_msg String 任务错误信息。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e1234567-f123-4d12-123a-12346192e332?operator_id=user123&operator_id_type=1

输出示例

{

   "status":1,

   "job_url":"https://www.xxxx.xxxx.com/job1",

   "error_msg":"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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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会议添加扩展应用

绑定扩展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7:32:23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公共参数说明：

扩展应用列表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绑定扩展应用到某一个会议，重复调用时后面的调用会覆盖前面的绑定信息。

企业 secert 鉴权用户可绑定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会议。

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绑定该企业下 OAuth2.0 应用的会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app/toolkit

输入参数

企业自建应用

第三方应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必须和会议创建者一致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创建会议时 userid 对应的设备类型不影响入会时使用的设备类型，缺省可填1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不是 meeting_code）

tool_list 否
Object数
组

扩展应用列表

auto_open_sdkid 否 String
自动打开应用的 ID 为空则表示不自动打开；会校验对应应用 ID 是否存在（需是开启了网页

配置的应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ol_appid 是 String 扩展应用的企业 appid

tool_sdkid 是 String 扩展应用 ID

visible_type 否 Integer

扩展应用可见类型。
0：所有人可见

1：本企业可见
2：指定用户可见，默认为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257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14 共739页

可见用户列表对象：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visible_list 否 Object数
组

可见用户列表，visible_type=2 时该字段才有效

unique_code 否 String 调用方业务相关字段，最大128个字符

enable_customer_
data

否 Integer
应用是否可以查询 customerData
0：否，默认为0

1：是

enable_add_robot 否 Integer

应用是否可以拉取机器人

0：否，默认为0
1：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isible_appid 否 String 对哪个企业的用户可见（非 OAuth2.0 授权方式此字段必填）

visible_userid 否 String 可见用户 userid，若不填则对该企业下所有用户可见

visible_openid 否 String
可见用户 openid，OAuth2.0 鉴权用户请用此字段（visible_userid 和 

visible_openid 二者选一，同时存在时以 visible_openid 为准）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app/toolkit

{

    "userid": "decemberhe",

    "instanceid": 2,

    "meeting_id": "4121559629134687883",

    "tool_list": [

    {

         "tool_appid": "1400143280",

        "tool_sdkid": "16154405887",

        "visible_type": 1

    },

    {

         "tool_appid": "1400143280",

        "tool_sdkid": "16158968179",

        "visible_type": 2,

        "visible_list": [

         {

              "visible_appid": "1400143280",

              "visible_userid": "leonxsun"

         },

         {

              "visible_appid": "1400143280",

              "visible_userid": "decemberhe"

         },

         {

              "visible_appid": "",

              "visible_userid": "",

             "visible_openid": "SbsftL0Nl801q7zu2GBL2ldMZPZQ"

         }

         ]

    }],

    "auto_open_sdkid":"162684937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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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失败示例：

大多数情况来自于测试应用的会议中有非应用所属企业成员的参会者导致的，应用需要由腾讯会议方开启对非本企业应用提供服务的能力，能力开启后绑定了入会

自动打开应用的会议将可以为所有参会者自动开启应用。

}

输出示例

// 当auto_open_sdkid校验不存在时
{

    "error_info":{

    "error_code":2000109,

    "new_error_code":1142000109,

    "message":"自动打开应用id不存在。"

}

常见问题

绑定应用后为什么参会者没有自动打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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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绑定的扩展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7:38:35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公共参数说明。

接口描述

描述：

绑定扩展应用到某一个会议。

企业 secert 鉴权用户可查询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会议。

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该企业下 OAuth2.0 应用的会议。

调用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app/toolki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创建会议时 userid 对应的设备类型不影响入会时使用的设备类型，缺省可填1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号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ol_list 否 Object 数组 扩展应用列表

auto_open_sdkid 否 String 自动打开应用的 ID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app/toolkit?userid=decemberhe&instanceid=2&meeting_id=4121559629134687883

输出示例

{

    "tool_list": [{

        "tool_appid": "1400143280",

        "tool_sdkid": "1615440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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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ble_type": 1

    }, {

        "tool_appid": "1400143280",

        "tool_sdkid": "16158968179",

        "visible_type": 2,

        "visible_list": [{

            "visible_appid": "1400143280",

            "visible_userid": "leonxsun"

        }, {

            "visible_appid": "1400143280",

            "visible_userid": "decemberhe"

        }, {

            "visible_appid": "200007857",

            "visible_userid": "meeting4525887",

            "visible_openid": "SbsftL0Nl801q7zu2GBL2ldMZPZQ"

        }]

    }],

    "auto_open_sdkid":"16268493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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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unique_code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7:30:51

接口描述

描述：

绑定扩展应用到某一个会议，可给应用传入 unique_code，该接口可以让应用查询到对应的 unique_code。

若未绑定应用，或未设定 unique_code，接口返回为空。

调用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app/unique-cod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3：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4：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nique_code 否 String 调用方业务相关字段，最大128个字符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app/unique-code?instanceid=1&userid=1593602****427&meeting_id=1201116****69915235

输出示例

{"unique_cod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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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讨会（Webinar）管理

创建网络研讨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8 14:33:43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预定一个网络研讨会。企业 secert 鉴权用户可创建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网络研讨会，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创建该企业下 OAuth2.0 应用的网络

研讨会。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创建会议时 userid 对应的设备类型，不影响入会时使用的设备类型，缺省可填1。

subject 是 String 网络研讨会主题（1~255位字符长度）。

sponsor 否 String 主办方名称（1~40位字符长度）。

start_time 是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不能少于当前时间戳半小时以上。

end_time 是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admission_type 是 Integer

观众观看限制类型：
0：公开

1：报名
2：密码

hosts 是 主持人对
象列表

会议指定主持人的用户 ID，如果无指定，主持人将被设定为参数 userid 的用户，即 API 调
用者。 注意：仅授权用户账号为腾讯会议商业版、企业版、教育版可指定主持人。 修改时传

入，则会覆盖原有设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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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对象

媒体参数配置对象

password 否 String
观众观看密码（4~6位数字），当 admission_type = 2 时必传，且仅当 
admission_type = 2 时才生效。

cover_url 否 String

封面图片 URL，图片仅支持 PNG 和 JPEG 格式，分辨率需大于640360，推荐使用
1280720的高清图片，文件需控制在 5 MB 以内。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接口上传封面方式为异步上传，您可以通过订阅 素材上传结果  获得上传结果通知。

description 否 String
网络研讨会描述详情，仅支持纯文本，1~5000位字符长度。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enable_guest_invit

e_lin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通过邀请链接自动成为嘉宾：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默认 false

media_setting 否
媒体参数
配置对象

媒体参数配置。

enable_qa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问答：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默认 true

sensitive_words 否
String 数
组

聊天敏感词，包含敏感词的观众公共聊天将不会出现在您的会议中，最多可添加50个敏感
词，单个敏感词限制10个中文字符长度。

enable_manual_ch

ec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人工审核：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默认 false

activity_page 否 Boolean

活动页开启配置：
true：开启活动页，默认开启

false：不开启活动页
查询时返回默认值 true。

display_number_of

_participants
否 Integer

活动页展示已报名或已预约人数：
0：不展示

1：展示，默认开启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playback_for_audi

ence
是 Boolean

允许观众观看回放。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默认值为 false
开启本选项时必须开启云录制，即 auto_record_type 的值必须为 cloud。

sync_to_wework 否 Boolean

会议是否同步至企业微信，该字段仅支持创建会议时设置，创建后无法修改。该配置仅支持与

企业微信关联的企业。
true：同步，默认同步

false：不同步

preparation_mod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准备模式：

true：开启
false：关闭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

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open_id 是 String
OAuth2.0 授权用户 ID。仅支持与会议创建者（即授权的用户）同企业，个人用户无法指定
主持人。OAuth 鉴权仅使用 open_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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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join 否 Boolean
入会时静音，默认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llow_unmute_self 否 Boolean

允许参会者取消静音，默认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llow_in_before_h

ost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嘉宾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默认值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allow_screen_shar
ed_watermar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屏幕共享水印，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water_mark_type 否 Integer

水印样式，默认为单排。当屏幕共享水印参数为开启时，此参数才生效。

0：单排
1：多排

only_enterprise_us

er_allowed
否 Boolean

是否仅企业内部成员可入会，默认值为 false。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auto_record_type 否 String

自动会议录制类型：
none：禁用，表示不开启自动会议录制。

local：本地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本地录制。
cloud：云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仅客
户端2.7.0及以上版本可生效。

participant_join_au

to_record
否 Boolean

当有参会成员入会时立即开启云录制，默认值为 false 关闭：
关闭时，主持人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开启时，则有参会成员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 cloud 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

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仅客户端2.7.0及以上版本生效。

enable_host_paus

e_auto_record
否 Boolean

允许主持人暂停或者停止云录制，默认值为 true 开启：
开启时，主持人允许暂停和停止云录制。
关闭时，则主持人不允许暂停和关闭云录制。

说明：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 cloud 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
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仅客户端2.7.0及以上版本生效。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ject String 网络研讨会主题。

meeting_id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start_time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admission_type Integer 观众观看限制类型：<br>0：公开<br>1：报名<br>2：密码

password String 观众观看密码（4~6位数字）。

audience_join_link String 观众入会链接。

guest_join_link String 嘉宾入会链接。如果 enable_guest_invite_link = true，通过此链接入会的成员自动成为嘉宾，否则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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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入会链接功能一致。

manual_check_link String 人工审核链接。

manual_check_pa

ssword
String 人工审核密码。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

{

    "start_time":"1631589648",

    "end_time":"1631589649",

    "media_setting":{

        "mute_enable_join":true,

        "allow_unmute_self":true,

        "allow_in_before_host":tru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true,

        "water_mark_type":1,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false,

        "auto_record_type":"cloud",

        "participant_join_auto_record":true,

        "enable_host_pause_auto_record":true

    },

    "instanceid":1,

    "admission_type":0,

    "sponsor":"564ggg",

    "description":"ni hao",

    "userid":"aaa",

    "subject":"webinar 1",

    "sensitive_words":[

        "123",

        "abc",

    ],

    "enable_guest_invite_link":true,

    "enable_manual_check":true

}

输出示例

{

    "subject":"webinar 1",

    "meeting_id":"17305428542504531991",

    "meeting_code":"933581085",

    "start_time":"1631589648",

    "end_time":"1631589649",

    "admission_type":0,

    "audience_join_link":"https://xxx.tencentmeeting.com/dw/xxxxxxJd7Dc",

    "guest_join_link":"https://xxx.tencentmeeting.com/s/xxxxxxUy5V",

    "manual_check_link":"https://xxx.txmeeting.tencent.com/webinar-audit/xxxxxxpNd",

    "manual_check_password":"oVBN2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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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网络研讨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8 14:33:3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修改指定的网络研讨会信息，只有网络研讨会的创建者才有权限修改。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ubject 否 String 网络研讨会主题（1~255位字符长度）。

sponsor 否 String 主办方名称（1~40位字符长度）。

start_time 否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需大于当前时间，与结束时间需同时传入或同时不传。

end_time 否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需大于开始时间。

admission_type 否 Integer

观众观看限制类型：

0：公开
1：报名

2：密码

hosts 否
主持人对
象列表

会议指定主持人的用户 ID，如果无指定，主持人将被设定为参数 userid 的用户，即 API 调

用者。
注意：仅授权用户账号为腾讯会议商业版、企业版、教育版可指定主持人。 修改时传入，则

会覆盖原有设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24 共739页

主持人对象

媒体参数配置对象

password 否 String 观众观看密码（4~6位数字），当 admission_type = 2 时必传，且仅当 
admission_type = 2 时才生效。

cover_url 否 String

封面图片 URL，图片仅支持 PNG 和 JPEG 格式，分辨率需大于640360，推荐使用
1280720的高清图片，文件需控制在 5 MB 以内。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接口上传封面方式为异步上传，您可以通过订阅 素材上传结果  获得上传结果通知。

description 否 String
网络研讨会描述详情，仅支持纯文本，1~5000位字符长度。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enable_guest_invit

e_lin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通过邀请链接自动成为嘉宾：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默认 false

media_setting 否
媒体参数
配置对象

媒体参数配置。

enable_qa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问答：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默认 true

sensitive_words 否
String 数
组

聊天敏感词，包含敏感词的观众公共聊天将不会出现在您的会议中，最多可添加50个敏感
词，单个敏感词限制10个中文字符长度。

enable_manual_ch
ec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人工审核：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默认 false

activity_page 否 Boolean

活动页开启配置：
true：开启活动页，默认开启

false：不开启活动页
查询时返回默认值 true。

display_number_of

_participants
否 Integer

活动页展示已报名或已预约人数：
0：不展示

1：展示，默认开启。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playback_for_audi

ence
否 Boolean

允许观众观看回放。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默认值为 false
开启本选项时必须开启云录制，即 auto_record_type 的值必须为 cloud。

preparation_mod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准备模式：

true：开启
false：关闭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

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open_id 是 String
OAuth2.0 授权用户 ID。仅支持与会议创建者（即授权的用户）同企业，个人用户无法指定

主持人。OAuth 鉴权仅使用 open_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join 否 Boolean

嘉宾入会时静音。默认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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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_unmute_self 否 Boolean 允许嘉宾取消静音。默认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llow_in_before_h
ost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嘉宾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默认值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allow_screen_shar
ed_watermar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屏幕共享水印，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water_mark_type 否 Integer

水印样式，默认为单排。当屏幕共享水印参数为开启时，此参数才生效。

0：单排
1：多排

only_enterprise_us
er_allowed

否 Boolean
是否仅企业内部成员可入会，默认值为 false。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auto_record_type 否 String

自动会议录制类型：
none：禁用，表示不开启自动会议录制。
local：本地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本地录制。

cloud：云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0及以上版本可生效。

participant_join_au
to_record

否 Boolean

当有参会成员入会时立即开启云录制，默认值为 false 关闭：
关闭时：主持人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开启时：参会成员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 cloud 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
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0及以上版本生效。

enable_host_paus
e_auto_record

否 Boolean

允许主持人暂停或者停止云录制，默认值为 true 开启：
开启时：主持人允许暂停和停止云录制。

关闭时：主持人不允许暂停和关闭云录制。
说明：

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cloud”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
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

仅客户端2.7.0及以上版本生效。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7976035087704477330

{

    "start_time":"1631589648",

    "end_time":"1631589649",

    "media_setting":{

        "mute_enable_joi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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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_unmute_self":true,

        "allow_in_before_host":tru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true,

        "water_mark_type":1,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false,

        "auto_record_type":"cloud",

        "participant_join_auto_record":true,

        "enable_host_pause_auto_record":true

    },

    "instanceid":1,

    "admission_type":2,

    "password":"1234",

    "sponsor":"564ggg",

    "description":"111",

    "userid":"aaa",

    "subject":"webinar 2",

    "enable_guest_invite_link":true,

    "enable_manual_check":true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7976035087704477330",

    "meeting_code":"887228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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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网络研讨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4 09:38:1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指定的网络研讨会详细信息，支持通过会议 ID 或会议 Code 方式查询，只有网络研讨会的创建者才有权限查询。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meeting_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否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meeting_id 和 meeting_code 二者必须送一个，二者都送时以 
meeing_id 为准。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meeting_id 和 meeting_code 二者必须送一个，二者都送时以 
meeing_id 为准。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bject String 网络研讨会主题。

meeting_id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

status String 当前会议状态：

MEETING_STATE_INVALID：非法或未知的会议状态，错误状态。

MEETING_STATE_INIT：会议待开始。会议预定后的初始状态，即会议预定开始时间之前的状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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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_STATE_CANCELLED：会议已取消。主持人主动取消会议，待开始的会议才能取消，且

取消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MEETING_STATE_STARTED：会议已开始。会议中有人则表示会议进行中。

MEETING_STATE_ENDED：会议已删除。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且尚无人进会时，主持人删除会
议，已删除的会议无法再进入。

MEETING_STATE_ABOUT_TO_START：会议即将开始，已过会以预定开始时间，且未到会议结

束时间，会中无人状态。

MEETING_STATE_RECYCLED： 会议已回收。会议已过预定结束时间且会中无人，则会议号将被后

台回收，无法再进入。

sponsor String 主办方名称。

start_time String 会议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String 会议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admission_type Integer

观众观看限制类型：

0：公开
1：报名
2：密码

hosts
主持人对

象列表

会议指定主持人的用户 ID，如果无指定，主持人将被设定为参数 userid 的用户，即 API 调用者。 

注意：仅授权用户账号为腾讯会议商业版、企业版、教育版可指定主持人。 修改时传入，则会覆盖原有设置。

password String 观众观看密码（4~6位数字）。

cover_url String

封面图片 URL，图片仅支持 PNG 和 JPEG 格式，分辨率需大于640360，推荐使用1280720的高清图

片，文件需控制在5MB 以内。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description String
网络研讨会描述详情，仅支持纯文本，1~5000位字符长度。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enable_guest_invit

e_link
Boolean

是否开启通过邀请链接自动成为嘉宾：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audience_join_link String 观众入会链接。

guest_join_link String
嘉宾入会链接。如果 enable_guest_invite_link = true，通过此链接入会的成员自动成为嘉宾；否则和观

众入会链接功能一致。

media_setting
媒体参数
配置对象

媒体参数配置。

enable_qa Boolean
是否开启问答：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manual_check_link String 人工审核链接。

manual_check_pa

ssword
String 人工审核密码。

activity_page Boolean

活动页开启配置：

true：开启活动页，默认开启。
false：不开启活动页。

查询时返回默认值 true。

display_number_of

_participants
String

活动页展示已报名或已预约人数：
0：不展示

1：展示，默认开启。
该参数需要开启活动页配置（activity_page）。

playback_for_audi
ence

Boolean 允许观众观看回放。
true：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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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对象

媒体参数配置对象

false：不允许，默认值为 false

开启本选项时必须开启云录制，即 auto_record_type 的值必须为 cloud。

playback_url String 回放地址。

sync_to_wework Boolean

会议是否同步至企业微信，该字段仅支持创建会议时设置，创建后无法修改。该配置仅支持与企业微信关联的

企业。
true：同步，默认同步

false：不同步

preparation_mode Boolean
是否开启准备模式：
true：开启

false：关闭

warm_up_picture String

暖场图片地址，推荐使用腾讯云对象存储。

暖场图片与暖场视频只能选择一个，如果同时传入图片和视频，以图片为准。
图片推荐 1280*720 尺寸，支持 png/jpg 格式，大小不超过 5M。

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进入的观众可观看暖场，仅支持 3.3.0 及以上版本客户端观看。

warm_up_video String

暖场视频地址，推荐使用腾讯云对象存储。

暖场图片与暖场视频只能选择一个。
推荐 1280*720 尺寸，支持 mp4 格式，大小不超过 1G。

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进入的观众可观看暖场，仅支持 3.3.0 及以上版本客户端观看。

allow_participants
_invite_others

Boolean
允许参会者在暖场中邀请成员。
true：允许，默认允许。

false：不允许。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
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open_id 是 String
OAuth2.0 授权用户 ID。仅支持与会议创建者（即授权的用户）同企业，个人用户无法指定
主持人。OAuth 鉴权仅使用 open_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ute_enable_join 否 Boolean 嘉宾入会时静音。默认值为 false。

allow_unmute_self 否 Boolean 允许嘉宾取消静音。默认值为 false。

allow_in_before_h

ost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嘉宾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默认值为 true。

allow_screen_shar
ed_watermark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屏幕共享水印，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water_mark_type 否 Integer

水印样式，默认为单排。当屏幕共享水印参数为开启时，此参数才生效。

0：单排
1：多排

only_enterprise_us

er_allowed
否 Boolean

是否仅企业内部成员可入会，默认值为 false：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auto_record_type 否 String 自动会议录制类型：
none：禁用，表示不开启自动会议录制。

local：本地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本地录制。
cloud：云录制，表示主持人入会后自动开启云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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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仅客
户端2.7.0及以上版本可生效。

participant_join_au
to_record

否 Boolean

当有参会成员入会时立即开启云录制，默认值为 false 关闭：

关闭时：主持人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开启时：参会成员入会自动开启云录制。

说明：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 cloud 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
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仅客户端2.7.0及以上版本生效。

enable_host_paus

e_auto_record
否 Boolean

允许主持人暂停或者停止云录制，默认值为 true 开启：
开启时：主持人允许暂停和停止云录制。

关闭时：主持人不允许暂停和关闭云录制。
说明：该参数必须 auto_record_type 设置为 cloud 时才生效，该参数依赖企业账户设

置，当企业强制锁定后，该参数必须与企业配置保持一致。仅客户端2.7.0及以上版本生效。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userid=aaa&meeting_code=887228671&instanceid=1&meeting_id=7976035087704477

输出示例

{

    "subject":"webinar 2",

    "meeting_id":"7976035087704477330",

    "meeting_code":"887228671",

    "status":"MEETING_STATE_INIT",

    "sponsor":"564ggg",

    "start_time":"1631589648",

    "end_time":"1631589649",

    "admission_type":2,

    "password":"1234",

    "description":"PHA+ZmEgbHVuIGdvbmc8L3A+",

    "enable_guest_invite_link":true,

    "audience_join_link":"https://xxx.tencentmeeting.com/dw/xxxxxxJd7Dc",

    "guest_join_link":"https://xxx.tencentmeeting.com/s/xxxxxxUy5V",

    "media_setting":{

        "mute_enable_join":true,

        "allow_unmute_self":true,

        "allow_in_before_host":true,

        "allow_screen_shared_watermark":true,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false,

        "auto_record_type":"local",

        "water_mark_type":1

    },

    "enable_qa":true,

    "manual_check_link":"https://xxx.txmeeting.tencent.com/webinar-audit/xxxxxxpNd",

    "manual_check_password":"exNIP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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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网络研讨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3:5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取消指定的网络研讨会，只有网络研讨会的创建者才有权限取消。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cancel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reason_code 是 Integer 取消原因代码，可为用户自定义。

reason_detail 否 String 取消原因详细描述。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7976035087704477330/cancel

{

    "reason_code":333,

    "reason_detail":"kok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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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1,

    "userid":"aaa"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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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网络研讨会参会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7 10:26:55

接口内容同会议管理下获取参会成员列表，详细请参见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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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7:49:4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嘉宾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指定的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支持通过会议 ID 或会议 Code 方式查询，只有网络研讨会的创建者才有权限修改。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guests?meeting_id={meeting_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否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meeting_id 和 meeting_code 二者必须送一个，二者都送时以 

meeing_id 为准。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App 的呼入号码。meeting_id 和 meeting_code 二者必须送一个，二者都送时以 
meeing_id 为准。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guests 嘉宾对象数组 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guest_type 是 Integer 嘉宾类型：
1：内部嘉宾

2：外部嘉宾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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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链接嘉宾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内部嘉宾使用该字段，忽略其他字段。

area 否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外部嘉宾必填（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

phone_number 否 String 手机号，外部嘉宾必填。通过嘉宾链接接入会的嘉宾无此字段。

guest_name 否 String 嘉宾名称，外部嘉宾必填（1~16位字符长度）。

email 否 String 邮箱，外部嘉宾选填。通过嘉宾链接接入会的嘉宾无此字段。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v1/webinars/guests?userid=aaa&instanceid=1&meeting_id=7687691388848559125

输出示例

{

    "guests":[

        {

            "guest_type":1,

            "userid":"guest1"

        },

        {

            "guest_type":2,

            "area":"86",

            "phone_number":"15900000001",

            "guest_name":"cat",

            "emai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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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9 09:08:1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嘉宾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修改指定的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只有网络研讨会的创建者才有权限修改。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gues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guests 是
嘉宾对象

数组
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guest_type 是 Integer
嘉宾类型：
1：内部嘉宾
2：外部嘉宾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内部嘉宾使用该字段，忽略其他字段。

area 否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外部嘉宾必填（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

phone_number 否 String 手机号，外部嘉宾必填。通过嘉宾链接接入会的嘉宾无此字段。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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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guest_name 否 String 嘉宾名称，外部嘉宾必填（1~16位字符长度）。

email 否 String 邮箱，外部嘉宾选填。通过嘉宾链接接入会的嘉宾无此字段。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7687691388848559125/guests

{

    "guests":[

        {

            "phone_number":"15900000001",

            "guest_name":"cat",

            "guest_type":2,

            "area":"86"

        },

        {

            "guest_type":1,

            "userid":"guest1"

        }

    ],

    "instanceid":1,

    "userid":"aaa"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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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网络研讨会成员报名 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31 17:00:15

接口描述

描述： 支持查询网络研讨会中已报名成员的报名 ID，仅会议创建者可查询。

可通过会中成员的 ms_open_id 查询到对应的报名 ID，成员的 ms_open_id 可通过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  接口获取。

成员的报名 ID 在每场会议是唯一的，可以通过 查询会议报名信息  接口匹配其对应的报名信息。

如果传入的成员没有报名，则不会返回该成员的 ms_open_id 和报名 ID。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请求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enroll/id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否 String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名接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orting_rules 否 Integer

查询报名 ID 的排序规则。当该账号存在多条报名记录（手机号导入、手动报名等）时，该接
口返回的顺序。

1：优先查询手机号导入报名，再查询用户手动报名，默认值。
2：优先查询用户手动报名，再查手机号导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6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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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报名 ID 对象

ms_open_id_list 是 String 数

组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适用于所有用户）数组，单次最多支持500条。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enroll_id_list 对象数组 成员报名 ID 数组，仅返回已报名成员的报名 ID，若传入的用户无人报名，则无该字段。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适用于所有用户。

enroll_id Integer 报名 ID。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879648049490689475/enroll/ids

{

    "userid": "john117",

    "instanceid": 2,

    "ms_open_id_list": ["agaqwwgdkkddd","ahfsdugkjsdg","jhgsddgskjh"]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545613049490456875",

        "enroll_id_list": [

              {

                  "ms_open_id": "agaqwwgdkkddd",

                  "enroll_id": 1386442

              }，
              {

                  "ms_open_id": "ahfsdugkjsdg",

                  "enroll_id": 9896426

              }，

              {

                  "ms_open_id": "jhgsddgskjh",

                  "enroll_id": 698356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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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网络研讨会报名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7:23

基本信息

描述：查询网络研讨会的报名配置和报名问题，仅会议创建者可查询。

会议未开启报名时会返回未开启报名错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enroll/config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备注

operator_id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

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userid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名接
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instanceid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approve_type Integer
审批类型：
1：自动审批

2：手动审批，默认自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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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问题对象

is_collect_question Integer 是否收集问题：

1：不收集，默认值为不收集
2：收集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question_list
Object 
数组

报名问题列表。

no_registration_ne
eded_for_staff

Boolean
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true：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false：默认配置，本企业用户及企业外用户需要报名

名称 类型 备注

is_required Integer

是否必填：

1：否
2：是

option_list
Object 

数组
问题选项列表，按传入的顺序排序，仅单选或多选时有效，最多8个选项，每个选项限40个汉字。

question_title String 问题标题，限制40个汉字。

question_type Integer

问题类型：
1：单选

2：多选
3：简答

special_type Integer

特殊问题类型：

1：无
2：手机号

3：邮箱
4：姓名

5：公司名称
说明：目前特殊问题均为简答题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100001/enroll/config?userid=user1&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approve_type": 1,

    "is_collect_question": 2,

    "no_registration_needed_for_staff": false,

    "question_list": [{

        "is_required":1,

        "question_type":1,

        "question_title":"acd",

        "special_type":1,

        "option_list":[{

            "content":"asr"

        }]

    },

    {

        "is_requir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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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_type":1,

        "question_title":"adc",

        "special_type":1,

        "option_list":[{

            "content":"ar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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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网络研讨会报名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7:29

基本信息

描述：修改网络研讨会的报名配置和报名问题，仅会议创建者可修改，且需要会议已开启报名。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修改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修改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调用方式： 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enroll/config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String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approve_type Integer 否

审批类型：

1：自动审批
2：手动审批，默认自动审批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is_collect_question Integer 否
是否收集问题：
1：不收集，默认值为不收集

2：收集

question_list
Object 数
组

否 报名问题列表，按传入的顺序排序，仅开启收集问题时有效。

userid String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名接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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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问题对象

no_registration_ne

eded_for_staff
Boolean 否

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true：本企业用户无需报名
false：默认配置，本企业用户及企业外用户需要报名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参数描述

is_required Integer 是
是否必填：
1：否

2：是

option_list
Object 数

组
否

问题选项列表，按传入的顺序排序，仅单选或多选时有效，最多8个选项，每个选项限40个汉

字。

question_title String 否 问题标题，限制40个汉字。

question_type Integer 否

问题类型：

1：单选
2：多选

3：简答

special_type Integer 否

特殊问题类型：

1：无
2：手机号

3：邮箱
4：姓名

5：公司名称
说明：目前特殊问题均为简答题。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question_count Integer 报名问题数量，不收集问题时该字段返回0。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100001/enroll/config

{

    "userid": "user1",

    "instanceid": 1,

    "is_collect_question":2,

    "question_list":[{

        "is_required":2,

        "question_title":"title",

        "question_type":3,

        "special_type":1

    }],

    "no_registration_needed_for_staff": true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question_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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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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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7:33

基本信息

描述：查询已报名观众数量和报名观众答题详情，仅会议创建者可查询。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查询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查询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enroll/approval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备注

operator_id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
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userid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名接
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instanceid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age 是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

page_size 是 分页大小，最大50条。

status 否

审批状态筛选字段，审批状态，默认返回全部：

0：全部
1：待审批

2：已拒绝
3：已批准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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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对象

答题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enroll_list
Object 数
组

当前页的报名列表，current_size 为0时无该字段。

total_count Integer 根据条件筛选后的总报名人数。

total_page Integer 根据条件筛选后的总分页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answer_list
Object 

数组
答题对象列表。

enroll_id Integer 报名 ID。

enroll_time String 报名时间（utc +8，非时间戳）。

enroll_source_type Integer
报名来源：
1：用户手动报名

2：批量导入报名

nick_name String
昵称。
若通过手机号导入报名且未设置昵称，则该字段显示手机号。

status Integer

报名状态：
1：待审批

2：已拒绝
3：已批准

userid String
报名者与会议创建者为同企业时，返回 userid，否则为空。  
导入报名入参为手机号的情况不返回 userid。

open_id String 报名者已授权过会议创建的应用时返回 open_id，否则为空。

ms_open_id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

enroll_code String 报名码，用于电话入会的凭证。

名称 类型 备注

answer_content
String 数

组
回答内容：单选/简答只有一个元素，多选会有多个。

is_required Integer

是否必填：

1：否
2：是

question_num Integer 问题编号，1,2,3...等形式。

question_title String 问题标题。

question_type Integer

问题类型：
1：单选

2：多选
3：简答

special_type String 特殊问题类型：
1：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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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机号
3：邮箱

4：姓名
5：公司名称

说明：目前特殊问题均为简答题。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100001/enroll/approvals?userid=user1&instanceid=1&page_size=5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1,

    "enroll_list":[{

        "enroll_id":1386442,

        "nick_name":"ccc",

        "status":3,

        "enroll_time":"2023-03-23 10:00:00",

        "userid":"",

        "open_id":"openid",

        "ms_open_id":"agaqwwgdkkddd",

        "enroll_source_type":2,

        "enroll_code":"1111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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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7:37

基本信息

描述：批量审批网络研讨会的报名信息，仅会议创建者可审批。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审批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审批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调用方式： 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enroll/approvals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备注

operator_id String 否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String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action Integer 否

审批动作：
1：取消批准

2：拒绝
3：批准

取消批准后状态将变成待审批。

enroll_id_list
Integer 数

组
否 报名 ID 列表。

instanceid Integer 否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id String 否
会议创建者的用户 ID。为了防止现网应用报错，此参数实则仍然兼容 openid，如无 oauth 
应用使用报名接口则也可做成不兼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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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handled_count Integer 成功处理的数量。

meeting_id String 网络研讨会唯一标识。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100001/enroll/approvals

{

    "userid": "user1",

    "instanceid": 1,

    "action":3,

    "enroll_id_list":[1386442]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handled_coun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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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7:41

报名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在指定网络研讨会（Webinar）中导入报名信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通过同企业下用户 userid 和手机号导入报名信息，OAuth2.0 鉴权用户能通过用户 open_id，与应用同企业下的 userid 以

及手机号导入报名信息。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商业版单场会议导入上限1000条，企业版单场会议导入上限4000条。如需提升，请 联系我们 。

请求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enroll/impor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入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Integ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enroll_list
报名对象
列表

必须 报名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open_id String 非必须 OAuth 授权用户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

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如果都传了以 openid 为准。
JWT 鉴权方式无法使用 open_id 导入报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3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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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对象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企业内的用户的唯一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
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area String 非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若使用 phone_number 的方式导入，该字段必填（例如：中国传86，不
是+86）。

phone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手机号。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
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nick_name String 非必须 报名的昵称。此处的修改不会影响会中展示的昵称，仅展示在导出的报名信息。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Integer 成功导入的报名信息条数。

enroll_list Object 数组 报名对象列表。

user_non_registered String 数组 通过 userid 方式导入时，本企业内未注册用户。返回未注册的 userid 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nroll_id Integer 报名 ID。

open_id String
OAuth 授权用户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userid String
企业内的用户的唯一 ID。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area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若使用 phone_number 的方式导入，该字段必填（例如：中国传86，不是

+86）。

phone_number String
手机号。
导入报名对象支持本企业（JWT 模式）或应用同企业（OAuth 模式）内 userid、授权用户的 

openid、phone_number 三种形式，三者必填其一。

nick_name String 报名的昵称。

enroll_code String 报名码，用于电话入会的凭证。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100001/enroll/import

{

    "instanceid": 1,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1,

    "enroll_list": [{

    "area":"86",  

    "phone_number":"13612111111"

    },

    {

    "userid":"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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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enroll_list": [{

        "userid":"user1",

        "area":"86",

        "phone_number":"13612111111",

        "nick_name":"ccc",

        "enroll_code":"111",

        "enroll_id":1351111,

        "open_id":""

    }],

    "user_non_registered":["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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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7:47

接口描述

描述：删除指定网络研讨会（Webinar）的报名信息，支持删除用户手动报名的信息和导入的报名信息。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删除该用户企业下会议的报名信息，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删除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的报名信息。

用户必须是注册用户，请求头部 X-TC-Registered 字段必须传入为1。

请求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enroll/unregistratio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删除报名信息。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Integ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enroll_id_list
报名对象
数组

必须 报名 ID 列表。

报名对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enroll_id Integer 必须 报名 ID。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total_count Integer 成功删除的报名信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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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100001/enroll/unregistration

{

    "meeting_id": "100001",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 1,

    "enroll_id_list":[{"enroll_id":1351111}]

}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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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网络研讨会（Webinar）暖场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8 11:38:33

接口描述

描述：

对网络研讨会进行 Webinar 进行暖场设置。

支持 JWT 鉴权、OAuth2.0 鉴权，权限为：管理会议。

可订阅网络研讨会暖场上传结果事件用于获得上传结果，请参见 网络研讨会（Webinar）暖场上传结果  。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meeting_id}/warm-up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会议创建者可以修改会议配置。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warm_up_picture 否 String

暖场图片地址，推荐使用腾讯云对象存储。

暖场图片与暖场视频只能选择一个，如果同时传入图片和视频，以图片为准。
图片推荐 1280*720 尺寸，支持 png/jpg 格式，大小不超过 5M。

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进入的观众可观看暖场，仅支持 3.3.0 及以上版本客户端观看。

warm_up_video 否 String

暖场视频地址，推荐使用腾讯云对象存储。

暖场图片与暖场视频只能选择一个，如果同时传入图片和视频，以图片为准。
推荐 1280*720 尺寸，支持 mp4 格式，大小不超过 1G。

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进入的观众可观看暖场，仅支持 3.3.0 及以上版本客户端观看。

allow_participants_
invite_others

否 Boolean

允许参会者在暖场中邀请成员。

true：允许，默认允许。
false：不允许。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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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则返回为空。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webinars/7976035087704477330/warm-up

{

    "operator_id":"user",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1,

    "warm_up_picture":"https://xxxxxx.cos.myqcloud.com/flower.png",

    "warm_up_video":"https://xxxxxx.cos.myqcloud.com/cat.mp4",

    "allow_participants_invite_others":true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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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控制管理（会中管理）

会中状态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7:15:02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设置会议中的会议属性，例如：全体静音、是否允许参会者聊天设置、锁定会议、隐藏会议号和密码、是否开启等候室等，具体设置内容可以查询接口

协议，目前暂不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的情况。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 ：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statu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支持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设置。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id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

荐使用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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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ute_all 否 bool

是否全体静音：

true：全体静音
false：关闭全体静音

allow_unmute_by_
self

否 bool

是否允许用户自己取消静音，请求参数 mute_all 必传，且 mute_all = true 时设置才生

效。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participant_join_m
ute

否 Integer

成员入会静音：

0：关闭静音
1：开启静音

2：超过6人自动开启静音

meeting_locked 否 bool

是否锁定会议：

true：锁定
false：关闭锁定

hide_meeting_cod

e_password
否 bool

隐藏会议号和密码：

true：隐藏
false：不隐藏

allow_chat 否 Integer

允许参会者聊天设置：
0：允许参会者自由聊天

1：仅允许参会者公开聊天
2：仅允许私聊主持人

share_screen 否 bool
是否允许参会者发起屏幕共享：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enable_red_envelo
pe

否 bool
是否允许参会者发送红包：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only_enterprise_us

er_allowed
否 bool

是否仅企业成员可入会：

true：仅企业成员可入会
false：不限制

play_ivr_on_join 否 bool

成员入会是否播放提示音：

true：成员入会播放提示音：
false：不播放

auto_waiting_room 否 bool
是否开启等候室：
true：开启

false：关闭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42152152161/stat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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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id": "afagsagwags",

    "instanceid": 4,

    "mute_all":true,

    "allow_unmute_by_self":true,

    "participant_join_mute":1,

    "meeting_locked":true,

    "hide_meeting_code_password":true,

    "allow_chat":1,

    "share_screen":true,

    "enable_red_envelope":true,

    "only_enterprise_user_allowed":true,

    "play_ivr_on_join":true,

    "auto_waiting_room":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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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联席主持人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7:15:10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设置或撤销会议中的参会者联席主持人身份，目前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的情况。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

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或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 ： 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cohos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荐使用 

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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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使用 ms_open_id 进行调用时，仅支持以上1-9的设备类型。

action 是 bool

具体设置动作：

true：设置联席主持人
false：撤销联席主持人

user 是 Us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_operator_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

to_operator_id_typ

e
否 Integer

被操作者 ID 的类型：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适用于单场会议。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使用 ms_open_id 进行调用时，
仅支持以上1-9的设备类型。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42152152161/cohosts

{

   "operator_id": "afagsagwags",    

   "operator_id_type": 4,    

   "instanceid": 4,    

   "action":true,    

   "user":{        

      "to_operator_id":"agaqwwgdkkddd",        

      "to_operator_id_type": 4,        

      "instanceid": 2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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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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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

将会议中用户移出会议，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支持对云会议已入会成员和 Webinar 观众移出。

支持 MRA 设备和 PSTN 设备为被操作者时的移出用户操作。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kickou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

荐使用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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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allow_rejoin 是 bool
移出后是否允许再次入会：
true：允许再次入会

false：不允许

reason 否 String 移出原因说明。当用户设备为 MRA 时，该参数必须填写移出原因。

users 是
Array[Us

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_operator_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

to_operator_id_typ

e
否 Integer

被操作者 ID 的类型：
4：ms_open_id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uu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适用于单场会议。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42152152161/kickout

{

    "uuid": "afagsagwags",

    "instanceid": 4,

    "allow_rejoin":false,

    "reason":"test",

    "users":[{

        "uuid":"agaqwwgdkkddd",

        "instanceid":2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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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uid":"agaqwwgdkksd",

        "instanceid":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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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5:5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

会议中用户静音操作，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支持对云会议已入会成员和 Webinar 观众静音。

支持 MRA 设备和 PSTN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时的静音操作。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mut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
荐使用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9796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68 共739页

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ute 是 bool

是否静音：

true：静音
false：解除静音

user 是 Us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_operator_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

to_operator_id_typ

e
否 Integer

被操作者 ID 的类型：
4：ms_open_id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uu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适用于单场会议。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3912507208832681646/mutes

{

     "operator_id": "l7bdFEpnM7mbtksDogaSRA4wvL0nSswLJOjOX7F0wjbm6VOpPdQjjtHtEeTWRrLakm0MhU01ckVV7vR3X27KBA==

     "operator_id_type": 4,

     "instanceid": 1,

     "mute": true,

     "user": {

          "to_operator_id": "l7bdFEpnM7mbtksDogaSRA4wvL0nSswLJOjOX7F0wjbJLZuyc+fMlcgXaGQdRNbVAlwE0lx9dPvt9SwMY1olyA

          "to_operator_id_typ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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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1

      }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70 共739页

关闭用户屏幕共享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00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关闭会议中用户屏幕共享权限，目前暂不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的情况。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

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screen-share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
荐使用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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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 是 Us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_operator_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和 uuid 不可同时为空。

to_operator_id_typ
e

否 Integer
被操作者 ID 的类型：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适用于单场会议。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42152152161/screen-shared

{

    "uuid": "afagsagwags",

    "instanceid": 4,

    "user":{

        "uuid":"agaqwwgdkkddd",

        "instanceid":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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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或开启用户视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04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

关闭指定用户视频，支持关闭或开启 MRA 设备的视频。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使用 OAuth 2.0 鉴权方式时，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video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
荐使用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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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 是 Us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

video 否 Boolean
是否关闭视频：
false：关闭视频（默认值）。
true：开启视频， 仅支持 MRA 设备。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_operator_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和 uuid 不可同时为空。

to_operator_id_typ
e

否 Integer
被操作者 ID 的类型：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适用于单场会议。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42152152161/video

{

    "uuid": "afagsagwags",

    "instanceid": 4,

    "user":{

        "uuid":"agaqwwgdkkddd",

        "instanceid":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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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上传权限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0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设置会议中文档上传权限，目前暂不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的情况，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

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doc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
荐使用 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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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enable_upload_do
c

是 bool
是否允许全员上传文档：
true：是

false：否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42152152161/doc

{

    "uuid": "afagsagwags",

    "instanceid": 4,

    "enable_upload_doc":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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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等候室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13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等候室设置，允许主持人或创建者将等候室成员移入会议、主持人或创建者将会议成员移入等候室、主持人或创建者将等候室成员移出等候室等操

作，目前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的情况。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waiting-room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接口输入参数如果需要传用户 ID 时，operator_id 和 uuid 不可以同时为空，两个参数
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3：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uuid 否 String
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即将废弃，推
荐使用 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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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operate_type 是 Integer

操作类型：
1：主持人将等候室成员移入会议
2：主持人将会中成员移入等候室
3：主持人将等候室成员移出等候室

allow_rejoin 否 bool

移出后是否允许再次加入会议（该字段对 MRA 设备不生效）：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说明：操作类型参数 operete_type = 3 时才允许设置。

users 是
Array[Us
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_operator_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

to_operator_id_typ
e

否 Integer

被操作者 ID 的类型：

4：ms_open_id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uuid 否 String 被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适用于单场会议。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42152152161/waiting-room

{

    "uuid": "afagsagwags",

    "instanceid": 4,

    "operate_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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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_rejoin":true,

    "users":[{

        "uuid":"agaqwwgdkkddd",

        "instanceid":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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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会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6:0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结束一个进行中的会议。

只有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结束会议，且该会议是一个有效的进行中会议。

结束周期性会议需要传入主会议 ID。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结束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进行中的会议，OAuth 2.0鉴权用户只能结束通过 OAuth 2.0鉴权创建的进行中的会议。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结束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会议结束  的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此接口暂不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的情况。

结束会议不会释放 Rooms，如需释放请调用 释放会议室（Rooms） 接口。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dismis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的唯一 ID。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4：ms_open_id

userid 否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
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reason_code 是 Integer 原因代码，可为用户自定义。

reason_detail 否 String 详细取消原因描述。

force_dismiss_mee
ting

否 Integer 是否强制结束会议，默认值为1：
0：不强制结束会议，会议中有参会者，则无法强制结束会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5314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80 共739页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取消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1 ：强制结束会议，会议中有参会者，也会强制结束会议

retrieve_code 否 Integer

是否回收会议号，默认值为0：
0：不回收会议号，可以重新入会

1： 回收会议号，不可重新入会
说明：周期性会议如果还有子会议，需设置为不回收会议号，否则会导致后续子会议无法正常
进行。
此字段对快速会议不生效，快速会议会强制收回会议号。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567173273889276131/dismiss

{

    "userid" : "test1",

    "instanceid" : 1,

    "reason_code" : 3,

    "reason_detail" : "结束会议",

    "retrieve_code":1,

    "force_dismiss_meeting":1

}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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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会中成员昵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18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接口描述

描述：

会中修改参会者昵称，支持创建者、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对会中成员进行改名。

此接口支持对云会议已入会成员和 Webinar 观众进行改名。

操作者必须为已在会中的主持人与联席主持人。

支持 MRA 设备和 PSTN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时的改名操作。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管理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有效会议，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管理通过 OAuth2.0 鉴权创建的有效会议。

说明

1：操作者必须是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才可以设置。

2：调用该接口需要权限项：MANAGE_MEETING 查看和管理您的会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meetingId}/nam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1：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2：如果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4：ms_open_id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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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 错误信息。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s 是
Array[Us
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是 String
被操作者在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详见 关键 ID 说明 。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

nick_name 否 String 用户昵称字符串，限制20个字符。

输出参数

注意

若有部分成员不在会中、传入的 instanceid 与成员入会终端不符等成员信息不匹配情况，将会导致本次调用失败，本次改名均不生效。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al-control/meetings/1232132132131/names

{

    "operator_id" : "test1",

    "operator_id_type" : 4,

    "instanceid" : 1,

    "user":[{

        "ms_open_id" : "agaqwwgdkkddd",

        "instanceid":2,

        "nick_name": "tester1"

    },

    {

        "ms_open_id" : "agaqwwgdkkddd",

        "instanceid":2,

        "nick_name": "tester2"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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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管理

修改直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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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 ID 修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6:47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ID 修改直播配置信息，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可修改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会议中的直播配置，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live_play/config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live_config 是 Object 直播配置。

直播配置对象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subject 否 String 直播主题。

live_summary 否 String 直播简介。

enable_live_passw

ord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密码。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password 否 String
直播密码，当设置开启直播密码时需要填写，如不填写则表示跟会议创建时的会议密码保持一
致。

enable_live_im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互动。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enable_live_replay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回放。
true：开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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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水印信息 live_watermark_info

无输出参数，则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false：不开启

live_watermark 否 object 直播水印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atermark_opt 否 integer
水印选项，默认为0。
0：默认水印
1：无水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rror_info 否 Object 错误信息对象（失败时返回）。

错误信息对象定义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rror_code Integer 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描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live_play/config

{

    "userid": "test_userid",

    "instanceid": 1,

    "live_config": {

        "live_subject": "test_subject",

        "live_summary": "test_summary",

        "enable_live_password": true,

        "live_password": "654321",

        "enable_live_im": true,

        "enable_live_replay": true，
     "live_watermark": {

            "watermark_opt": 0

        }

    }

}

输出示例（失败时返回）

{"error_info":{"error_code":200005,"message":"Json Schema validation faile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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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 Code 修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6:5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用会议 Code 修改直播信息，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可修改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会议中的直播配置，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

权访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live_play/config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会议号码。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 API 的用户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live_config 是 Object 直播配置。

直播配置对象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subject 否 String 直播主题。

live_summary 否 String 直播简介。

enable_live_passw
ord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密码。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password 否 String
直播密码，当设置开启直播密码时需要填写，如不填写则表示跟会议创建时的会议密码保持一

致。

enable_live_im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互动。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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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水印信息 live_watermark_info

成功则返回空消息体，失败则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enable_live_replay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直播回放。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live_watermark 否 object 直播水印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atermark_opt 否 integer
水印选项，默认为0。
0：默认水印
1：无水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rror_info 否 Object 错误信息对象（失败时返回）。

错误信息对象定义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rror_code Integer 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描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live_play/config

{

    "userid": "test_userid",

    "instanceid": 1,

    "meeting_code": "33291296584",

    "live_config": {

        "live_subject": "test_subject",

        "live_summary": "test_subject",

        "enable_live_password": true,

        "live_password": "654322",

        "enable_live_im": true,

        "enable_live_replay": true

    }

}

输出示例（失败时返回）

{"error_info":{"error_code":200005,"message":"Json Schema validation faile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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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直播回看地址

通过会议 ID 查询直播回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6:5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ID 查询直播回看信息，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可查看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会议中的直播回看，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live_play/replays?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有效的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 API 的用户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number Integer 会议数量。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列表。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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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_replay_list 直播回看数组 直播回看数组（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直播回放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room_id String 直播房间号。

live_subject String 直播主题。

video_url String 直播回放链接。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5939741786564101932/live_play/replays?userid=tester&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meeting_number":1,

    "meeting_info_list":[

        {

            "meeting_id":"1900004128969145064",

            "meeting_code":"13418515243",

            "subject":"tester预定的会议",

            "live_replay_list":[

                {

                    "video_url":"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live_subject":"tester预定的会议",

                    "live_room_id":"206830819"

                },

                {

                    "video_url":"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live_subject":"leonxsun预定的会议",

                    "live_room_id":"11259434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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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 Code 查询直播回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7:04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Code 查询直播回看信息，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可查看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会议中的直播回看，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live_play/replays?meeting_code={meetingCode}&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Code 是 String 有效的会议 Code。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 API 的用户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number Integer 会议数量。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列表。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live_replay_list 直播回看数组 直播回看数组（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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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回放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ive_room_id String 直播房间号。

live_subject String 直播主题。

video_url String 直播回放链接。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live_play/replays?meeting_code=13418515243&userid=tester&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meeting_number":1,

    "meeting_info_list":[

        {

            "meeting_id":"1900004128969145064",

            "meeting_code":"13418515243",

            "subject":"tester预定的会议",

            "live_replay_list":[

                {

                    "video_url":"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live_subject":"tester预定的会议",

                    "live_room_id":"206830819"

                },

                {

                    "video_url":"https://meeting.tencent.com/l/xxxx",

                    "live_subject":"leonxsun预定的会议",

                    "live_room_id":"11259434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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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直播回看文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7:10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则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 ID 和直播房间 ID 删除该直播房间 ID 下的直播回看文件，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会议创建者）可删除任何该企业该用户创建的会议中的直

播回看文件，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live_play/{live_room_id}/replays?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live_room_id 是 String 直播房间 ID。

meetingId 是 String 有效的会议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rror_info 否 Object 错误信息对象（失败时返回）。

错误信息对象定义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rror_code Integer 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描述。

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93 共739页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75852489607728962/live_play/339155691/replays?userid=decemberhe&instanceid=2

输出示例（失败时返回）

{"error_info":{"error_code":19010,"message":"DeleteRecordFile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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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第三方直播推流地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7:15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直播推流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可根据会议 ID 在会前和会中设置直播推流地址。

支持企业内的会议创建者、会议主持人与联席主持人在会中进行调用，会议创建者同时支持在会议外进行调用。

商业版和企业版最多支持添加1个微信视频号地址和10个推流平台，平台名称限制10个字符，且不允许纯空格和回车。

该接口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live_play/live-stream-addres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ush_stream_info 是
直播推流
信息数组

推流信息，暂只支持设置一条推流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latform_type 是 Integer

推流平台类型：

1：微信视频号平台
2：第三方推流平台

platform_name 是 String 推流平台名称。

enable_push_addres 是 Boolean

是否启用该推流地址，默认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push_address 是 String 推流地址。

push_password 是 String 推流密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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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时返回空消息体，失败时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无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live_play/live-stream-address

{

    "instanceid":1,

    "userid":"testuser123",

    "push_stream_info":[

        {

            "platform_name":"dGVzdDEyMw==",

            "platform_type":1,

            "push_password":"123123123123123",

            "enable_push_addres":true, "push_address":"rtmp://123123.123live.123.com/trtc_1451297868/"

        },

        {

            "platform_name":"MTIzdGVzdA==",

            "platform_type":2,

            "push_password":"123123123123321",

            "enable_push_addres":true,

            "push_address":"rtmp://321.321.fs.tv/123live/"

        }

    ]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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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直播观看人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7:2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时返回空消息体，失败时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企业管理员或会议创建者时，可根据会议 ID 获取直播观看人数，正在进行中的直播获取实时观看人数，已结束的直播获取会议下直播观看总人

数，对于周期性会议不支持获取直播观看总人数。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live_play/live-view-info?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号。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live_viewers_num Integer 直播观看人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638834881407589704/live_play/live-view-info?userid=tester&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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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_id": "1638834881407589704",

    "subject": "直播",

    "live_viewers_num":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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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直播推流地址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7:2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直播推流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可根据会议 ID 在会前，会中和会后查询直播推流地址，支持会议创建者，主持人与联席主持人查询直播推流地址。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live-play/push-stream-info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使用不同的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创建会议时 userid 对应的设备类型，不影响入会时使用的设备类型，缺省可填1。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latform_type Integer
推流平台类型：
1：微信视频号平台
2：第三方推流平台

enable_push_addres Boolean
是否启用该推流地址，默认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push_address String 推流地址。

push_password String 推流密钥。

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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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424270435941489244/live-play/push-stream-info?operator_id=afagsagwags&operator_

{

   "operator_id": "afagsagwags",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id": 1

}

输出示例

{

    "push_stream_info":[

        {

            "platform_name":"dGVzdDEyMw==",

            "platform_type":1,

            "push_password":"123123123123123",

            "enable_push_addres":true, 

            "push_address":"rtmp://123123.123live.123.com/trtc_1451297868/"

        },

        {

            "platform_name":"MTIzdGVzdA==",

            "platform_type":2,

            "push_password":"123123123123321",

            "enable_push_addres":true,

            "push_address":"rtmp://321.321.fs.tv/123liv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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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创建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6:46:26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创建企业用户。

该接口仅适用于手动管理企业通讯录的方式。

不支持 SSO 登录。

创建用户后，用户状态初始为未激活。

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mail 否 String
邮箱地址，同企业内须保证唯一。与手机号二选一，若同时传入手机号和邮箱，则邮箱字段忽

略。

area 否 String 地区编码（默认值为86）。

phone 是 String 手机号码。与邮箱二选一若企业未开通邮箱登录方式，手机号必填。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昵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最大支持传40字节（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为企业账户英文
名、员工工号、员工邮箱、手机号等，暂不支持中文）。

staff_id 否 String 员工工号。

job_title 否 String 员工职位，长度范围为[0,96]个字符。

entry_time 否 Integer 入职时间。

department_list 否
String 数
组

员工部门 ID，暂只支持为用户分配1个部门。

auto_invite 否 Boolean
自动发送邀请，开启之后调用接口后自动发送激活邀请。
true：开启，默认开启
false：关闭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mail String 邮箱地址。

phone String 手机号码。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userid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为企业账户英文名、个人用户可以为手机号等，暂不
支持中文）。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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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

{

  "username": "testusername",

  "phone": "18888888888",

  "userid": "testuserid",

  "email": "123456@qq.com",

  "staff_id":"6666",

  "job_title":"develop",

  "entry_time":1628495795,

  "department_list":["07f4c****************1966815d251"]

}

输出示例

{

  "username": "testusername",

  "phone": "18888888888",

  "userid": "testuserid",

  "email": "123456@qq.com",

  "uuid": "WM4Fs4Th56ogU13J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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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用户激活邀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9:15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

通过 userid 发送认证短信或邮件，邀请用户认证账号，用户确认后账号变为激活态。若使用手机号创建发送短信，使用邮箱创建发送邮件。

仅未激活的用户能够成功发送激活邀请。

每个手机号或邮箱一天只能发送一次邀请。

鉴权方式：JWT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serid}/invite-activat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userid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为企业账户英文名、个人用户可以为手机号等，暂不支持中文）。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ser1/invite-activate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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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用户

通过 userid 更新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6:46:31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更新用户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接口描述

描述：

使用 userid 更新企业用户，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用户已删除或被禁用则不能更新。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mail 否 String 邮箱地址，已激活的用户邮箱不可修改。

area 否 String 地区编码（默认值为86）。

username 否 String 新的用户昵称。

phone 否 String 手机号码，已激活的用户手机号码不可修改。

userid 否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avatar_url 否 String 头像地址。

staff_id 否 String 员工工号。

job_title 否 String 员工职位，长度范围为[0,96]个字符。

entry_time 否 Integer 入职时间。

department_list 否
String 数
组

员工部门 ID，暂只支持为用户分配1个部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9527

{

  "username": "testusername"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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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uuid 更新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6:46:35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更新用户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接口描述

描述：

通过 uuid 更新企业用户，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用户已删除或被禁用则不能更新。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uid={uu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mail 否 String 邮箱地址，已激活的用户邮箱不可修改。

username 否 String 新的用户昵称。

phone 否 String 手机号码，已激活的用户手机号码不可修改。

avatar_url 否 String 头像地址。

staff_id 否 String 员工工号。

job_title 否 String 员工职位，长度范围为[0,96]个字符。

entry_time 否 Integer 入职时间。

department_list 否
String 数
组

员工部门 ID，暂只支持为用户分配1个部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uid=WM4Fs4Th56ogU13JiK

{

  "username": "testusername"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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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基本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6 17:25:2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鉴权方式章节里的公共参数说明： 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 、 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 。

接口描述

描述：仅支持 OAuth 2.0鉴权用户获取该企业下 OAuth 2.0应用的用户基本信息。

调用该接口需要三个项权限中的任意一个：

VIEW_USER_INFO  查看您的用户详细信息。

MANAGE_USER_INFO  查看和管理您的详细用户信息。

VIEW_USER_BASIC_INFO  查看您的用户基本信息信息。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info/basic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该接口不支持获取 MRA、Rooms、小程序的账号。

operator_id 必须与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

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2：open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open_corp_id String 企业 Open ID，个人用户返回为空。

open_corp_name String 企业名称，个人用户返回为空。

status String

用户账号状态：
1：正常
2：注销

3：未激活
4：禁用

avatar_url String 头像地址。

account_type Integer
0：个人免费版
5：由企业微信创建的企业
其他值均为会议付费版本。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info/basic?operator_id=KM4Ss4Th09ogUw1JiK&operator_id_type=2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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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name": "testusername",

    "open_corp_id": "hiah6xxxxx9787",

    "open_corp_name": "腾讯",

    "statu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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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详情
通过 userid 获取用户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6:37:07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使用 userid 获取企业用户详情。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获取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用户详情，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用户通过 userid 查询用户详

情。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status String

用户状态：

1：正常
2：注销
3：未激活
4：禁用

email String 邮箱地址。

avatar_url String 头像地址。

account_type Integer
0：个人免费版
5：由企业微信创建的企业
其他值均为会议付费版本。

phone String 企业员工手机号码。

userid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为企业账户英文名、个人用户可以为手机号
等）。

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area String 地区编码（国内默认86）。

staff_id String 员工工号。

job_title String 员工职位。

entry_time String 入职时间。

role_name String 角色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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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象

role_code String 角色类型。

department_list 部门信息对象数组 用户部门信息。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9527

输出示例

{

    "area": "86",

    "update_time": "2020-04-21 18:01:29",

    "phone": "13000000000",

    "userid": "9527",

    "email": "",

    "username": "testusername",

    "status": "1",

    "uuid": "WM4Fs4Th56ogU13JiK"，
    "job_title": "developer",

    "staff_id": "6666",

    "entry_time": "2021-08-09",

    "role_name": "普通成员",

    "role_code": "NORMAL_ROLE",

    "department_list": [{

        "department_id": "e3ce****************4de921fc2c2d",

        "department_name": "主部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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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uuid 获取用户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0 10:46:38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部门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使用 uuid 获取企业用户详情。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获取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用户详情，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uid={uu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uid 是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status String

用户状态：

1：正常
2：注销
3：未激活
4：禁用

email String 邮箱地址。

phone String 企业员工手机号码。

userid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为企业账户英文名、个人用户可以为手机号等）。

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area String 地区编码（国内默认86）。

staff_id String 员工工号。

job_title String 员工职位。

entry_time String 入职时间。

role_name String 角色名称。

role_code String 角色类型。

department_list 部门信息对象数组 用户部门信息。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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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uid=WM4Fs4Th56ogU13JiK

输出示例

{

    "area": "86",

    "update_time": "2020-04-21 18:01:29",

    "phone": "13000000000",

    "userid": "9527",

    "email": "",

    "username": "testusername",

    "status": "1",

    "uuid": "WM4Fs4Th56ogU13JiK"，
    "job_title": "developer",

    "staff_id": "6666",

    "entry_time": "2021-08-09",

    "role_name": "普通成员",

    "role_code": "NORMAL_ROLE",

    "department_list": [{

        "department_id": "e3ce085****************921fc2c2d",

        "department_name": "主部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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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3 17:05:19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企业用户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list?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大于等于1。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最大为2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Integer 总数。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数。

page_size Integer 分页大小。

users Array 数组格式，item 为用户对象。

用户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 userid。

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 name。

area String 手机区号。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avatar_url String 用户图像地址。

phone String 手机号。

email String 邮箱。

status String

账号状态：
1：正常
2：注销

3：未激活
4：禁用

staff_id String 员工工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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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象

job_title String 员工职位。

entry_time String 入职时间。

role_name String 角色名称。

role_code String 角色类型。

department_list 部门信息对象数组 用户部门信息。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list?page=1&page_siz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39,

 "current_size": 1,

 "current_page": 1,

 "users": [

   {

     "area": "86",

     "update_time": "2020-04-21 18:01:29",

     "avatar_url": "",

     "phone": "",

     "userid": "9527",

     "email": "",

     "username": "testusername",

     "status": "1",

     "uuid": "WM4Fs4Th56ogU13JiK",

    "role_name": "管理员",

    "role_code": "MANAGER_ROLE",

    "department_list": [{

        "department_id": "674da5****************b9e938208e",

        "department_name": "有用户且有子部门的部门"

    }]

   }

 ],

 "page_siz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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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ms_open_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5:45

基本信息

描述：

查询指定会议的用户的 ms_open_id，支持在会议开始前、会议进行中、会议结束后查询。

支持企业自建应用（JWT 鉴权），仅支持查询本企业创建的会议。

支持 OAuth2.0 鉴权，仅支持查询该应用所创建的会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ms-open-id

路径参数

参数名称 示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123456 会议唯一 ID。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示例 备注

operator_id 是 test-1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
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1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3：rooms_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唯一 ID。

ms_open_id String 必须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ms-open-id?operator_id=user1&operator_id_type=1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00001",

   "ms_open_id":"12345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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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与禁用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5:55

路径参数

Body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使用 userid 启用或禁用本企业下的用户。

鉴权方式：JWT 鉴权

调用方式： 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serid}/enable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userid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为企业账户英文名、个人用户可以为手机号等，暂不支持中文）。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enable Boolean 必须
是否启用用户：
true：启用
false：禁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ser1/enable

{

   "enable":true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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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

通过 userid 删除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6:39:14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删除用户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接口描述

描述：使用 userid 删除企业用户，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注意

此 API 不允许删除超级管理员，如需删除，请超级管理员前往 管理后台  > 企业管理 > 账户管理中转移超管角色。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调用方用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例如企业用户可以为企业账户英文名、个人用户可以为手机
号等）。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9527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https://meeting.tencent.com/user-center/personal-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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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uuid 删除用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14 11:03:02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删除用户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接口描述

描述：使用 uuid 删除企业用户，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注意

此API不允许删除超级管理员，如需删除，请超级管理员前往 管理后台  > 企业管理 > 账户管理中转移超管角色。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uid={uu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uid 是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uuid=WM4Fs4Th56ogU13JiK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https://meeting.tencent.com/user-center/personal-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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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个人会议号配置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7:45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用户个人会议号配置信息。仅企业下 secret 鉴权用户可获取该用户的 pmi 配置。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pmi-meetings/pmi-config?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

instanceid 否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mi_code String 个人会议号。

pmi_password String 个人会议号密码，经过 base64 编码处理。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pmi-meetings/pmi-config?userid=tester&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pmi_code": "xxxxxxx",

    "pmi_password": "dGhpcyBpcyBhIGV4YW1wbGU="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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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用户授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6 10: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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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中需传入 {} 。使用请求头中的 openId 用户身份来取消授权。

取消用户授权成功则返回空值。

失败返回示例代码：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

第三方应用可以调用该接口来取消用户的授权，针对商业版和企业版用户仅支持在授权用户所属企业开启允许企业成员自主授权应用模式时取消，且由企

业管理员开通的应用无法通过接口进行取消。

如果企业开启了仅管理员可授权应用，用户只能在 腾讯会议应用管理页  取消授权，无法在第三方平台取消。

仅支持 OAuth2.0 鉴权方式调用

接口请求方法： 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auth-users/cancel-auth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输出示例

{

    "error_info": 

    {

    "error_code":1004,

    "new_error_code":107001004,

    "message":"无效的open_id"

    }

}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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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应用与三方应用 ID 转换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6:02

对应关系列表

接口描述

描述：将三方应用获取到 open_id 转换为本企业用户的 userid。

鉴权方式：JWT 鉴权。

接口请求方法： 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open-id-to-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n_id_list String [] 必须 需要转换的 open_id 列表 。一次最多1000个。

sdkid String 必须 第三方应用的 sdkid。需要转换的 open_id 应为腾讯会议为该三方应用提供的 open_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userid_list Object [] 必须 转换成功的该自建应用所在企业下的 userid、open_id 对应关系列表。

invalid_open_id_lis
t

String 必须
所有没有转换成功的 open_id 列表。例如：open_id 和 sdkid 不一致、open_id 和自建
应用不是同企业、open_id 非法等情况。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n_id String 必须 需要转换的 open_id。

userid String 必须 转换成功后，该 open_id 所对应的本企业下用户的 userid。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users/open-id-to-userid

{

   "open_id_list":["123456"],

   "sdkid":"120001"

}

输出示例

{

   "userid_list":[

                          {

                               "open_id":"123456",

                               "userid":"user1"

                          }

                          ]

   "invalid_open_id_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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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管理

查询会议录制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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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

获取用户云录制记录，根据用户 ID、会议 ID、会议 code 进行查询，支持根据时间区间分页获取。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获取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会议录制列表，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获取该企业下 OAuth2.0 应用的会议录制列表。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录制相关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录制管理  中的相关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当前同一场会议的不同录制文件共用分享链接。

调用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page_size={page_size}&page={page}&meeting_id={meeting_id}&meeting_code={m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

段为准。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
段。

user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当会议 ID 
和会议 code 均为空时，表示查询用户所有会议的录制列表（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
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不为空时优先根据会议 ID 查询。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当 meeting_id 为空且 meeting_code 不为空时根据会议 code 查询。

start_time 是 Number
查询起始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说明：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

end_time 是 Number
查询结束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说明：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值为10，最大为20。

page 否 Integer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media_set_type 否 Number

会议类型：
0：全部
1：公网会议
2：专网会议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3226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23 共739页

会议录制对象

录制文件对象

total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record_meetings 否 Array 会议录制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会议 code。

media_set_type 否 Number
会议类型：
1：公网会议
2：专网会议

host_user_id 是 String 主持人用户 ID。

media_start_time 是 Number 会议开始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

subject 是 String 会议主题。

state 是 Integer

录制状态：
1：录制中
2：转码中

3：转码完成
当状态为转码完成才会返回录制文件列表。

record_files 否 Array 录制文件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ord_file_id 是 String 录制文件 ID。

record_start_time 是 Number 开始录制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

record_end_time 是 Number 结束录制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

record_size 是 Number 文件大小（单位字节）。

sharing_state 是 Integer

共享状态，是否开启共享。

0：未开启
1：开启
当开启共享时返回访问权限、访问密码、共享链接有效期、是否允许下载。

sharing_url 否 String 共享链接，开启共享时返回。

required_same_cor
p

否 Bool 仅企业用户可查看，开启共享时返回。

required_participan
t

否 Bool 仅参会成员可查看，开启共享时返回。

password 否 String 访问密码，开启共享时返回。

sharing_expire 否 Number 共享链接有效期（单位毫秒），当未开启共享时，返回0表示永久有效；开启共享时返回。

allow_download 否 Bool 是否允许下载，开启共享时返回。

示例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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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meeting_code=423111111&userid=testUser&start_time=1602950400&end_time=16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1,

    "current_size":10,

    "current_page":1,

    "total_page":1,

    "record_meetings":[

        {

            "meeting_record_id":"1318080818611111111",

            "meeting_id":"1360800130111111111",

            "meeting_code":"423111111",

            "host_user_id":"testUser",

            "media_start_time":1603089930093,

            "subject":"testUser的快速会议",

            "state":3,

            "record_files":[

                {

                    "record_file_id":1318080818611111111,

                    "record_start_time":1603089930577,

                    "record_end_time":1603089967213,

                    "record_size":604081,

                    "sharing_state":1,

                    "required_same_corp":false,

                    "required_participant":false,

                    "password":"cK3wAsfw",

                    "sharing_expire":0,

                    "allow_download":fals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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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录制地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4:34:10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

查询会议录制地址，可获取会议云录制的播放地址和下载地址。

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获取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会议录制地址，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获取该企业下 OAuth2.0 应用的会议录制地址。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录制相关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录制管理  中的相关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当前同一场会议的不同录制文件共用分享链接。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addresses?meeting_record_id={meeting_record_id}&userid={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列表返回 meeting_record_id。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
段为准。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
段。

user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企业内部
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50，最大50条。

page 否 Integer 页码，默认值是1。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total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会议 cod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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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录制文件对象

会议纪要文件对象

subject 是 String 会议主题。

record_files 否 Array 直播录制文件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ord_file_id 是 String 录制文件 ID。

view_address 否 String 播放地址。

download_address 否 String
下载地址，默认6小时过期。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业
时，该值返回为空。

download_address

_file_type
否 String

下载视频文件格式，例如：mp4。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

业时，该值返回为空。

audio_address 否 String
音频下载地址。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业时，该值返回为

空。

audio_address_file

_type
否 String

下载音频文件格式，例如：m4a。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

业时，该值返回为空。

meeting_summary 否 Array
会议纪要文件列表。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业时，该值返
回为空。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ownload_address 否 String
下载文件地址。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业时，该值返回为
空。

file_type 否 String
下载文件类型，例如：txt、pdf、docs。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
微创建企业时，该值返回为空。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addresses?meeting_record_id=1306538850111111111&userid=user_test

输出示例

{

    "meeting_record_id":"1306538850111111111",

    "meeting_id":"1360800131111111111",

    "meeting_code":"423111111",

    "subject":"user_test的快速会议",

    "total_count":1,

    "current_size":1,

    "current_page":1,

    "total_page":1,

    "record_files":[

        {

            "record_file_id":"1318080811111111111",

            "view_address":"https://yunluzhi-brucetest...",

            "download_address":"https://yunluzhi-br...",

            "download_address_file_type":"mp4",

            "audio_address":"https://yunluzhi-brucetest...",

            "audio_address_file_type":"m4a",

            "meeting_summ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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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load_address":"https://yunluzhi-brucetest...",

                 "file_type":"tx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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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单个录制详情（文件、纪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6 16:57:07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单个云录制的详情信息，包括录制文件和会议纪要，并可获取播放地址和下载地址。企业 secert 鉴权用户可获取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单个录制列

表，OAuth2.0 鉴权用户只能获取该企业下 OAuth2.0 应用的单个录制列表。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addresses/{record_file_id}?userid={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ord_file_id 是 String 录制文件 ID，列表接口返回的 record_file_id。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
段为准。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

段。

user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企业内部

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ord_file_id 是 String 录制文件 ID。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会议 code。

view_address 否 String 播放地址。

download_address 否 String
录制文件下载地址，默认6小时过期。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
建企业时，该值返回为空。

download_address
_file_type

否 String
下载视频文件格式，例如：mp4。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
业时，该值返回为空。

audio_address 否 String
音频下载地址。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业时，该值返回为
空。

audio_address_file

_type
否 String

下载音频文件格式，例如：m4a。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

业时，该值返回为空。

meeting_summary 否 Array
会议纪要文件列表。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业时，该值返

回为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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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文件对象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ownload_address 否 String
会议纪要文件下载文件地址。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微创建企业
时，该值返回为空。

file_type 否 String
下载文件类型，例如：txt、pdf、docs。OAuth 鉴权方式下，账号类型为个人免费版、企

微创建企业时，该值返回为空。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addresses/1318080811111111111?userid=user_test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318080811111111111",

    "meeting_code":"423411111",

    "record_file_id":"1318080811111111111",

    "view_address":"https://yunluzhi-brucetest...",

    "download_address":"https://yunluzhi-brucetest...",

    "download_address_file_type":"mp4",

    "audio_address":"https://yunluzhi-brucetest...",

    "audio_address_file_type":"m4a",

    "meeting_summary":[

      {

        "download_address":"https://yunluzhi-brucetest...",

        "file_type":"tx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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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会议录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5:57:52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则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删除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接口描述

描述：删除会议的所有录制文件，该接口会删除会议录制 ID 里对应的所有云录制文件。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删除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会议录制，不支持

OAuth。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录制删除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删除云录制  的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接口请求方法：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meeting_id={meeting_id}&meeting_record_id={meeting_record_id}&userid={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列表接口返回的 meeting_record_id。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
段为准。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
段。

user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企业内部

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userid=test_user&meeting_id=765872811111111111&meeting_record_id=13358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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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单个录制文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5:58:07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则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删除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接口描述

描述：删除单个录制文件，该接口支持从会议中删除指定的某个录制文件。企业 secret 鉴权用户可删除该用户所属企业下的单个录制文件，不支持 OAuth。 

当您想实时监测会议录制删除状况时，您可以通过订阅 删除云录制  的事件，接收事件通知。

接口请求方法：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record_file_id}?meeting_id={meeting_id}&userid={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record_file_id 是 String 录制文件 ID，列表接口返回的 record_file_id。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
段为准。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
段。

user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企业内部

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1335844011111111111?userid=test_user&meeting_id=7658728101111111111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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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录制共享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14:24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参数

共享配置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录制 ID 修改共享等配置，支持修改共享权限、共享密码、共享有效期等信息，支持 OAuth2.0 鉴权调用。

所需权限点为：管理会议录制（MANAGE_VIDEO）。

接口请求方法：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settings/{meeting_record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列表查询接口返回的 meeting_record_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operator_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说明：userid 字段和 operator_id 字段二者必填一项。若两者都填，以 operator_id 字
段为准。

operator_id_type 否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说明：当前仅支持 rooms_id。如操作者为企业内 userid 或 openId，请使用 userid 字
段。

userid 否 String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调用方用
于标示用户的唯一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说明：
1：企业对接 SSO 时使用的员工唯一标识 ID。
2：企业调用创建用户接口时传递的 userid 参数。

sharing_config 否
共享配置
对象

共享配置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nable_sharing 否 Boolean

共享开关，是否开启共享，默认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未开启
说明：

未开启时不允许设置以下参数。

修改为 false 关闭共享后，之前设置的共享设置将不保存。

sharing_auth_type 否 int 共享权限类型。
0：仅允许登录用户查看
1：仅企业用户成员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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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删除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2：仅参会成员可查看
3：全部成员可查看

4：通过权限审批的成员可查看（Rooms 不支持）
5：获取微信特邀链接的成员可查看（Rooms 不支持）

enable_password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密码，默认为 true。
true：开启

password 否 String
共享密码，默认随机生成。
说明：当 enable_password = true 时，必传；当 enable_password = false 时，不
可传。

enable_sharing_ex
pir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共享链接有效期，默认为 false。
true：开启

sharing_expire 否 number

共享链接有效期，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默认为空。

说明：当 enable_sharing_expire = true 时，必传；当 enable_sharing_expire = 
false 时，不可传。

allow_download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下载，默认为 false。
true：允许下载

allow_view_transcr

ipts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查看会议纪要，默认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settings/1335844011111111111

{

    "userid": "test",

    "meeting_id": "3423746843611111111",

    "sharing_config": {

        "enable_sharing": true,

        "sharing_auth_type": 2,

        "enable_password":true,

        "password":"12asABcs",

        "enable_sharing_expire": true,

        "sharing_expire": 1640908800000,

        "allow_download": true

    }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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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云录制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12:22

路径参数

Body 参数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以对云录制观看申请进行审批操作。

鉴权方式：JWT 鉴权，OAuth 鉴权

权限点：管理会议录制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approvals/{meeting_record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列表查询接口返回的 meeting_record_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如果 operator_id 和 userid 具有值，则以 operator_id 为准。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operator_id 和 userid 至少填写一个，两个参数如果都传了以 operator_id 为准。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apply_id_list 是 Array 申请 ID 列表，通过订阅云录制查看申请事件（可跳转链接），可以获取申请 ID。

action 是 Integer

审批动作。

1：同意
2：忽略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approvals/123456667

{

    "operator_id_type": 1,

    "operator_id": "user1",

    "apply_id_list":["12345678","23456789"],

    "action":1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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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录制文件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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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0:1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概览数据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会议录制 ID 对应的访问数据，按照天维度返回，支持 OAuth2.0 鉴权调用。

所需权限点为：查看会议录制（VIEW_VIDEO） 或 管理会议录制（MANAGE_VIDEO）。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trics/records?meeting_record_id={meeting_record_id}&start_time={start_time}&end_tim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说明：查询会议录制列表返回的 meeting_record_id。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查询起始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说明：默认展示最近31天的数据，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

end_time 否 Integer
查询结束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
说明：默认展示最近31天的数据，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ummaries 是 Array 概览数据集合。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ate 是 String 统计时间，格式：yyyy-MM-dd。

view_counts 是 Integer 观看次数（当天数据），默认0。

download_counts 是 Integer 下载次数（当天数据），默认0。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trics/records?meeting_record_id=135433123209931232425&start_time=1610985600&end

```plaintext

#### 输出示例

```plaintext

{

  "summaries": [

    {

      "date": "2021-01-19",

      "view_counts": 7,

      "download_counts": 3

    },

    {

      "date": "202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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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_counts": 23,

      "download_counts": 5

    },

    {

      "date": "2021-01-21",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2",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3",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4",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5",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6",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7",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8",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29",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30",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1-31",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1",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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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2021-02-02",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3",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4",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5",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6",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7",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8",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09",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0",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1",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2",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3",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4",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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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e": "2021-02-15",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6",

      "view_counts": 20,

      "download_counts": 102

    },

    {

      "date": "2021-02-17",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8",

      "view_counts": 0,

      "download_counts": 0

    },

    {

      "date": "2021-02-19",

      "view_counts": 1,

      "download_counts":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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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会议录制操作（查看、下载）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0:3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事件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会议录制 ID 对应的操作记录，包括用户查看和下载，支持 OAuth2.0 鉴权调用。

所需权限点为：查看会议录制（VIEW_VIDEO） 或 管理会议录制（MANAGE_VIDEO）。

接口请求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events?meeting_record_id={meeting_record_id}&start_time={start_time}&end_tim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列表接口返回的是 meeting_record_id。

event_type 是 Integer
查询事件类型：
1：下载

2：查看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20，最大50。

page 否 Integer 页码，从1开始，默认1。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查询起始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说明：默认展示最近31天的数据，时间区间不

允许超过31天。

end_time 否 Integer
查询结束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说明：默认展示最近31天的数据，时间区间不

允许超过31天。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total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events 否 Array 事件明细集合。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e_time 是 Integer 操作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

event_type 是 Integer

查询事件类型：

1：下载
2：查看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user_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称。

record_name 是 String 录制文件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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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events?meeting_record_id=13543312320993232421&event_type=2&page_size=20&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2,

  "current_size": 20,

  "current_page": 1,

  "total_page": 1,

  "events": [

    {

      "operate_time": 1613717122000,

      "event_type": 2,

      "userid": "test_user1",

      "user_name": "张三",

      "record_name": "录制1"

    },

    {

      "operate_time": 1613804949000,

      "event_type": 1,

      "userid": "test_user2",

      "user_name": "李四",

      "record_name": "录制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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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纪要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11:22

会议纪要对象

段落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云录制会议纪要的详情，包含时间戳、文本等内容。支持 OAuth2.0 鉴权调用，仅支持授权用户为商业版、企业版、教育版。

所需权限点为：查看会议录制（VIEW_VIDEO） 或 管理会议录制（MANAGE_VIDEO）。

接口请求方法：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transcripts/details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示例 备注

meeting_id 是 "1111" 会议 ID。

record_file_id 是 "1111" 录制文件 ID。

pid 否 "11111" 查询的起始段落 ID。获取 pid 后（含）的段落，默认从0开始。

limit 否 20 查询的段落数，默认查询全量数据。

operator_id 是 "rick"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1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用户 userid
2：open_id

3：rooms 设备 rooms_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minutes Object 非必须 会议纪要对象。

more Boolean 必须 如果传入 pid 或 limit 字段，且没有一次完全返回，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paragraphs
段落对象
列表

非必须 段落对象列表。

keywords String [] 非必须 关键词列表。

audio_detect Number 必须

声纹识别状态：
0：未完成

1：已完成
说明：声纹识别是针对 Rooms 等设备出现一台设备多人讲话场景时，自动区分为多个发言
人的能力。声纹识别与纪要生成的过程独立。无需声纹识别或声纹识别已完成时，该值为1。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pid String 必须 段落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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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信息对象

句子对象

词对象

start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段落开始时间（毫秒）。

end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段落结束时间（毫秒）。

speaker_info Object 必须 发言人信息对象。

sentences 句子对象列表 必须 句子对象列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同企业返回企业用户 userid。

username String 非必须 昵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sid String 必须 句子 ID。

start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句子开始时间（毫秒）。

end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句子结束时间（毫秒）。

words Object [] 必须 词对象列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wid String 必须 词 ID。

start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词开始时间（毫秒）。

end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词结束时间（毫秒）。

text String 必须 文本内容。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transcripts/details?record_file_id=1465500000000069281&meeting_id=16476070000

输出示例

    "more":false

    "minutes":

        "paragraphs":

            

                "pid":"0"

                "start_time":4400

                "end_time":42950

                "sentences":

                    

                        "sid":"0"

                        "start_time":4400

                        "end_time":9500

                        "words":

                            

                                "wid":"0"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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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_time":4400

                                "end_time":4640

                                "text":"看"

                            

                            

                                "wid":"1"

                                "start_time":4640

                                "end_time":5000

                                "text":"一下"

                            

                            

                                "wid":"2"

                                "start_time":5000

                                "end_time":5360

                                "text":"那个"

                            

                            

                                "wid":"3"

                                "start_time":8780

                                "end_time":9260

                                "text":"哪能"

                            

                            

                                "wid":"4"

                                "start_time":9260

                                "end_time":9500

                                "text":"看。"

                            

                        

                    

                    

                        "sid":"1"

                        "start_time":12140

                        "end_time":12560

                        "words":

                            

                                "wid":"5"

                                "start_time":12140

                                "end_time":12560

                                "text":"可以。"

                            

                        

                    

                    

                        "sid":"2"

                        "start_time":14690

                        "end_time":15680

                        "words":

                            

                                "wid":"6"

                                "start_time":14690

                                "end_time":14930

                                "text":"好，"

                            

                            

                                "wid":"7"

                                "start_time":14930

                                "end_time":15680

                                "text":"Hao。"

                            

                        

                    

                    

                        "sid":"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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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_time":26080

                        "end_time":42950

                        "words":

                            

                                "wid":"8"

                                "start_time":26080

                                "end_time":26500

                                "text":"这边"

                            

                            

                                "wid":"9"

                                "start_time":26740

                                "end_time":26950

                                "text":"不过"

                            

                            

                                "wid":"10"

                                "start_time":26950

                                "end_time":27400

                                "text":"这边"

                            

                            

                                "wid":"11"

                                "start_time":31990

                                "end_time":32290

                                "text":"哈"

                            

                            

                                "wid":"12"

                                "start_time":32290

                                "end_time":32740

                                "text":"哈"

                            

                            

                                "wid":"13"

                                "start_time":32770

                                "end_time":33130

                                "text":"哈，"

                            

                            

                                "wid":"14"

                                "start_time":34950

                                "end_time":35280

                                "text":"就是"

                            

                            

                                "wid":"15"

                                "start_time":35280

                                "end_time":35490

                                "text":"这里"

                            

                            

                                "wid":"16"

                                "start_time":35490

                                "end_time":35790

                                "text":"面的，"

                            

                            

                                "wid":"17"

                                "start_time":36990

                                "end_time":37230

                                "text":"就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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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18"

                                "start_time":37230

                                "end_time":37380

                                "text":"这里"

                            

                            

                                "wid":"19"

                                "start_time":37380

                                "end_time":37650

                                "text":"面的"

                            

                            

                                "wid":"20"

                                "start_time":41600

                                "end_time":41720

                                "text":"我"

                            

                            

                                "wid":"21"

                                "start_time":41720

                                "end_time":41960

                                "text":"这"

                            

                            

                                "wid":"22"

                                "start_time":42350

                                "end_time":42680

                                "text":"个人"

                            

                            

                                "wid":"23"

                                "start_time":42680

                                "end_time":42950

                                "text":"用。"

                            

                        

                    

                

                "speaker_info":

                    "userid":""

                    "username":"测试"

                

            

            

                "pid":"1"

                "start_time":43920

                "end_time":56900

                "sentences":

                    

                        "sid":"4"

                        "start_time":43920

                        "end_time":45300

                        "words":

                            

                                "wid":"24"

                                "start_time":43920

                                "end_time":44190

                                "text":"没有"

                            

                            

                                "wid":"25"

                                "start_time":44190

                                "end_time":44550

                                "text":"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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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26"

                                "start_time":44550

                                "end_time":45030

                                "text":"还有"

                            

                            

                                "wid":"27"

                                "start_time":45030

                                "end_time":45300

                                "text":"没有。"

                            

                        

                    

                    

                        "sid":"5"

                        "start_time":49800

                        "end_time":50940

                        "words":

                            

                                "wid":"28"

                                "start_time":49800

                                "end_time":50250

                                "text":"还有"

                            

                            

                                "wid":"29"

                                "start_time":50250

                                "end_time":50460

                                "text":"就是"

                            

                            

                                "wid":"30"

                                "start_time":50460

                                "end_time":50940

                                "text":"这个。"

                            

                        

                    

                    

                        "sid":"6"

                        "start_time":53190

                        "end_time":53580

                        "words":

                            

                                "wid":"31"

                                "start_time":53190

                                "end_time":53400

                                "text":"S"

                            

                            

                                "wid":"32"

                                "start_time":53400

                                "end_time":53580

                                "text":"2。"

                            

                        

                    

                    

                        "sid":"7"

                        "start_time":55190

                        "end_time":56900

                        "word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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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33"

                                "start_time":55190

                                "end_time":55370

                                "text":"这"

                            

                            

                                "wid":"34"

                                "start_time":55370

                                "end_time":55610

                                "text":"这"

                            

                            

                                "wid":"35"

                                "start_time":55610

                                "end_time":55730

                                "text":"这"

                            

                            

                                "wid":"36"

                                "start_time":55730

                                "end_time":55940

                                "text":"就是"

                            

                            

                                "wid":"37"

                                "start_time":55940

                                "end_time":56210

                                "text":"他们"

                            

                            

                                "wid":"38"

                                "start_time":56210

                                "end_time":56630

                                "text":"自己"

                            

                            

                                "wid":"39"

                                "start_time":56630

                                "end_time":56900

                                "text":"的。"

                            

                        

                    

                

                "speaker_info":

                    "userid":""

                    "username":"测试"

                

            

            

                "pid":"2"

                "start_time":88225

                "end_time":93325

                "sentences":

                    

                        "sid":"8"

                        "start_time":88225

                        "end_time":90985

                        "words":

                            

                                "wid":"40"

                                "start_time":88225

                                "end_time":887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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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哈"

                            

                            

                                "wid":"41"

                                "start_time":88735

                                "end_time":89095

                                "text":"哈"

                            

                            

                                "wid":"42"

                                "start_time":89095

                                "end_time":89455

                                "text":"哈，"

                            

                            

                                "wid":"43"

                                "start_time":89455

                                "end_time":89935

                                "text":"录制"

                            

                            

                                "wid":"44"

                                "start_time":89935

                                "end_time":90535

                                "text":"主持人"

                            

                            

                                "wid":"45"

                                "start_time":90535

                                "end_time":90985

                                "text":"说话。"

                            

                        

                    

                    

                        "sid":"9"

                        "start_time":92005

                        "end_time":93325

                        "words":

                            

                                "wid":"46"

                                "start_time":92005

                                "end_time":92305

                                "text":"然后"

                            

                            

                                "wid":"47"

                                "start_time":92305

                                "end_time":92485

                                "text":"再"

                            

                            

                                "wid":"48"

                                "start_time":92485

                                "end_time":92905

                                "text":"增加"

                            

                            

                                "wid":"49"

                                "start_time":92905

                                "end_time":93325

                                "text":"三个。"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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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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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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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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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er_info":

                    "userid":"meeting112233"

                    "username":"test"

                

            

            

                "pid":"3"

                "start_time":97889

                "end_time":103939

                "sentences":

                    

                        "sid":"10"

                        "start_time":97889

                        "end_time":99749

                        "words":

                            

                                "wid":"50"

                                "start_time":97889

                                "end_time":98489

                                "text":"录制"

                            

                            

                                "wid":"51"

                                "start_time":98489

                                "end_time":98969

                                "text":"个人"

                            

                            

                                "wid":"52"

                                "start_time":98969

                                "end_time":99749

                                "text":"用户。"

                            

                        

                    

                    

                        "sid":"11"

                        "start_time":101089

                        "end_time":103939

                        "words":

                            

                                "wid":"53"

                                "start_time":101089

                                "end_time":101569

                                "text":"测试"

                            

                            

                                "wid":"54"

                                "start_time":101569

                                "end_time":101959

                                "text":"个人"

                            

                            

                                "wid":"55"

                                "start_time":101959

                                "end_time":102619

                                "text":"用户"

                            

                            

                                "wid":"56"

                                "start_time":102919

                                "end_time":10318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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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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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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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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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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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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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云"

                            

                            

                                "wid":"57"

                                "start_time":103189

                                "end_time":103609

                                "text":"录制"

                            

                            

                                "wid":"58"

                                "start_time":103609

                                "end_time":103939

                                "text":"机。"

                            

                        

                    

                

                "speaker_info":

                    "userid":""

                    "username":"mints"

                

            

        

        "keywords":

            "用户"

            "主持人"

            "类型"

        

        "audio_detect":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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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纪要段落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10:53

段落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云录制会议纪要的段落信息（段落总数、段落 ID）。支持 OAuth2.0 鉴权调用，仅支持授权用户为商业版、企业版、教育版。

所需权限点为：查看会议录制（VIEW_VIDEO） 或 管理会议录制（MANAGE_VIDEO）。

接口请求方法：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transcripts/paragraphs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备注

meeting_id 是 会议 ID。

record_file_id 是 录制文件 ID。

operator_id_type 是

操作者ID的类型：
1：企业用户 userid
2：open_id

3：rooms 设备 rooms_id

operator_id 是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total Number 非必须 段落总数。

audio_detect Number 必须

声纹识别状态
0：未完成
1：已完成
说明：声纹识别是针对 Rooms 等设备出现一台设备多人讲话场景时，自动区分为多个发言

人的能力。声纹识别与纪要生成的过程独立。无需声纹识别或声纹识别已完成时，该值为1。

pids Object [] 非必须 段落对象列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pid String 必须 段落 ID。

start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段落开始时间（毫秒）。

end_time Number 必须 录制文件中的段落结束时间（毫秒）。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transcripts/paragraphs?record_file_id=1465500000000069281&meeting_id=1647607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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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s":

        

            "pid":"0"

            "start_time":4400

            "end_time":42950

        

        

            "pid":"1"

            "start_time":43920

            "end_time":56900

        

        

            "pid":"2"

            "start_time":88225

            "end_time":93325

        

        

            "pid":"3"

            "start_time":97889

            "end_time":103939

        

    

    "total":4

    "audio_detect":1

{

[

{

,

,

},

{

,

,

},

{

,

,

},

{

,

,

}

],

,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54 共739页

查询会议纪要搜索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10:27

搜索结果对象

搜索结果时间戳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指定内容搜索会议纪要。支持 OAuth2.0 鉴权调用，仅支持授权用户为商业版、企业版、教育版。

所需权限点为：查看会议录制（VIEW_VIDEO） 或 管理会议录制（MANAGE_VIDEO）。

接口请求方法：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transcripts/search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示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1111" 会议 D。

record_file_id 是 "2222" 录制文件 ID。

operator_id 是 "rick"
操作者 ID，仅会议创建者、企业超级管理员或有企业录制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调用。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1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用户 userid
2：open_id
3：rooms 设备 rooms_id

text 是 "会议" 搜索的文本。如果有中文，需要 urlencode。

返回数据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hits Array[] 搜索结果列表。

timelines Array[] 搜索结果在云录制中的时间戳。可用于时间轴上的预览。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id String 段落 ID。

sid String 句子 ID。

offset Integer text 相对词的偏移。

length Integer 匹配长度。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id String 搜索结果所在的段落 ID。

sid String 搜索结果所在的句子 ID。

start_time Integer 录制文件中的词开始时间（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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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transcripts/search?record_file_id=1465500000000069281&meeting_id=16476070000

输出示例

    "hits":

        

            "pid":"0"

            "sid":"3"

            "offset":26

            "length":1

        

        

            "pid":"2"

            "sid":"8"

            "offset":8

            "length":1

        

        

            "pid":"3"

            "sid":"10"

            "offset":3

            "length":1

        

        

            "pid":"3"

            "sid":"11"

            "offset":3

            "length":1

        

    

    "timelines":

        

            "pid":"0"

            "sid":"3"

            "start_time":42350

        

        

            "pid":"2"

            "sid":"8"

            "start_time":89935

        

        

            "pid":"3"

            "sid":"10"

            "start_time":98489

        

        

            "pid":"3"

            "sid":"11"

            "start_time":1015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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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录制文件观看流水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17:03:58

事件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查询会议云录制在一段时间内的观看记录，每次播放都会有一条记录。

支持 JWT，OAuth 支持查看通过 OAuth 创建的会议的记录。

权限点：查看会议录制或管理会议录制。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ecords/view-details?record_file_id={record_file_id}&operator_id={operator_id}&operator_id_ty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ord_file_id 是 String 录制文件 ID。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20，最大50。

page 否 Integer 页码，从1开始，默认1。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查询起始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说明：默认展示最近31天的数据，时间区间不
允许超过31天。

end_time 否 Integer
查询结束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说明：默认展示最近31天的数据，时间区间不
允许超过31天。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total_page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view_details Array 事件明细集合。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iew_start_time Integer 观看开始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

view_end_time Integer 观看结束时间，UNIX时间戳（单位毫秒）。

view_time Integer 实际观看时长（单位秒）。

userid String 所在同一企业下的用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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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_name String 用户名称。匿名用户给出匿名用户标识。

record_file_name String 录制文件名称。

total_view_progres
s

String  观看完成度（百分比），该用户累计观看该视频的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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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管理

获取会议文档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8:21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文档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 ID 获取会议下的文档列表，仅会议创建者可查询会议下的文档列表，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docs?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Integer 文档数量。

doc_info_list Array 文档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oc_id String 文档 ID。

doc_title String 文档标题。

doc_creator_userid String
文档创建者 userid，个人用户无此字段返回，企业用户仅当文档创建者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时返回
此字段。

doc_creator_user_nam
e

String 文档创建者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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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_edit_time Integer 文档最后被修改时间（单位秒）。

doc_editor_userid String
文档修改者 userid，个人用户无此字段返回，企业用户仅当文档创建者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时返回
此字段。

doc_editor_user_name String 文档修改者名称。

doc_modify_permissio
n

Integer
文档编辑权限：
1：成员仅查看
2：成员可编辑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xxxxxxxxxxxxxxxxxxx/docs?userid=tester&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2,

    "doc_info_list": [{

        "doc_id": "300000000$DhacBbVBKatw",

        "doc_title": "测试文档1",

        "doc_creator_userid": "tester",

        "doc_creator_user_name": "xxx",

        "doc_edit_time": 1616393257,

        "doc_editor_userid": "tester",

        "doc_editor_user_name": "xxx",

        "doc_modify_permission": 2

    }, {

        "doc_id": "300000000$DGQoOsxncMCI",

        "doc_title": "测试文档2",

        "doc_creator_userid": "tester1",

        "doc_creator_user_name": "xxx",

        "doc_edit_time": 1616393160,

        "doc_editor_userid": "tester1",

        "doc_editor_user_name": "xxx",

        "doc_modify_permission":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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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文档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06:59

描述：根据用户 ID 获取用户创建会议下的文档列表，仅可查询本人的文档列表，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对象

接口描述

https://api.meeting.qq.com/v1/docs?userid=tester&page=1&page_size=10&start_time=1616254740&end_time=1616256600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从1开始。

page_size 是 Integer 当前页大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20。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查询起始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否 Integer 查询结束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秒）。

说明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组成一个时间区间，不提供则表示最近一个月；只提供 start_time 则向后推31天，只提供 end_time 则向前推31天；当

提供时间跨度时，时间跨度不能大于90天。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doc_num Integer 会议下文档数量。

start_time Integer 会议开始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秒）。

end_time Integer 会议结束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秒）。

doc_info_list Array 文档对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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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oc_id String 文档 ID。

doc_title String 文档标题。

doc_creator_userid String
文档创建者 userid，个人用户无此字段返回，企业用户仅当文档创建者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时返回此字
段。

doc_creator_user_na

me
String 文档创建者名称。

doc_edit_time Integer 文档最后被修改时间。

doc_editor_userid String
文档修改者 userid，个人用户无此字段返回，企业用户仅当文档创建者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时返回此字

段。

doc_editor_user_na

me
String 文档修改者名称。

doc_modify_permissi
on

Integer

文档编辑权限：

1：成员仅查看
2：成员可编辑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ocs?userid=tester&page=1&page_size=10&start_time=1616254740&end_time=161625660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2,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2,

    "meeting_info_list": [{

        "meeting_id": "15871005788848420673",

        "meeting_code": "621873301",

        "subject": "测试创建文档",

        "doc_num": 2,

        "doc_info_list": [{

            "doc_id": "300000000$DHuhhTbpEIYG",

            "doc_title": "6IW+6K6v5Lya6K6u5paH5qGj",

            "doc_creator_userid": "tester",

            "doc_creator_user_name": "xxx",

            "doc_edit_time": 1616254763,

            "doc_editor_userid": "tester",

            "doc_editor_user_name": "xxx",

            "doc_modify_permission": 1

        }, {

            "doc_id": "300000000$DeWdsWJJmhVI",

            "doc_title": "6IW+6K6v5Lya6K6u5paH5qGj",

            "doc_creator_userid": "tester1",

            "doc_creator_user_name": "xxx",

            "doc_edit_time": 1616254746,

            "doc_editor_userid": "tester1",

            "doc_editor_user_name": "xxx",

            "doc_modify_permissio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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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_time": 1616254844,

        "end_time": 1616258444

    }, {

        "meeting_id": "16999658821518256932",

        "meeting_code": "502779488",

        "subject": "123",

        "doc_num": 1,

        "doc_info_list": [{

            "doc_id": "300000000$DHuhhTbpEIYG",

            "doc_title": "6IW+6K6v5Lya6K6u5paH5qGj",

            "doc_creator_userid": "tester3",

            "doc_creator_user_name": "xxx",

            "doc_edit_time": 1616254763,

            "doc_editor_userid": "tester3",

            "doc_editor_user_name": "xxx",

            "doc_modify_permission": 1

        }],

        "start_time": 1616254844,

        "end_time": 16162584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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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文档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01:11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创建者时，可修改会议下文档的权限，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无返回信息，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无

接口描述

https://api.meeting.qq.com/v1/docs/{doc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doc_modify_permi
ssion

是 Integer
文档编辑权限：
1：成员仅查看
2：成员可编辑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ocs/300000000$DhacBbVBKatw

{

  "meeting_id": "16176663407235248845",

  "userid": "tester",

  "instanceid": 1,

  "doc_modify_permission": 2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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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档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17:04:03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支持人时，可以为会议上传文档。

鉴权方式：JWT，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权限为管理会议信息。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doc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2，operator_id 必须和公共参数的 
openid 一致。
使用 OAuth 公参鉴权后不能使用 userid 为入参。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document_url 是 String
文件下载地址：支持文档、表格、ppt、pdf 格式。
ppt、pptx、pdf：大小限制是50M。
word、excel：大小是20M。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oc_id String 文档 ID。

doc_title String 文档标题。

doc_creator_userid String
文档创建者 userid，个人用户无此字段返回，企业用户仅当文档创建者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时返回此字
段。

doc_creator_user_na
me

String 文档创建者名称。

doc_edit_time Integer 文档最后被修改时间（单位秒）。

doc_editor_userid String
文档修改者 userid，个人用户无此字段返回，企业用户仅当文档创建者与会议创建者同企业时返回此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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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_modify_permisss

ion

Integer 文档编辑权限：

1：成员仅查看
2：成员可编辑
默认情况是1。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790733227473643975/docs

{

  "meeting_id": "790733227473643975",

  "operator_id": "B0Ttn4lZmI014PZVkwGkHpbWyMhd",

  "operator_id_type": 2,

  "instanceid": 1,

  "document_url": "http://xxxxx.xxxxxxx.com/res/xxxxxx.xls"

}

输出示例

{

  "doc_id": "xxxxxxxxxxxx",

  "doc_title": "测试文档",

  "doc_creator_userid":"user1",

  "doc_creator_user_name":"用户1",

  "doc_edit_time":6582,

  "doc_editor_userid": "user1",

  "doc_modify_permissio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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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档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00:43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无返回信息，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无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创建者时，可删除会议下指定文档，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ocs/{docId}?meeting_id={meeting_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docs/300000000$DpGoChSemNRR?meeting_id=5890371549736731217&userid=tester&instancei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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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嘉宾管理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

通过会议 ID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0:50:13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ID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只有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注意

只有商业版、企业版或教育版用户可以使用会议嘉宾功能，免费版尚无此功能。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meeting_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guests Guest 数组 会议嘉宾列表数组。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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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rea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String 手机号。

guest_name String 嘉宾名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15923312864334416762?userid=leonxsun&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5923312864334416762",

    "meeting_code":"653202434",

    "subject":"jiabin",

    "guests":[

        {

            "area":"86",

            "phone_number":"xxxxxx",

            "guest_name":"tes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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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 Code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0:55:53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Code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只有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查询。

注意

只有商业版、企业版或教育版用户可以使用会议嘉宾功能，免费版尚无此功能。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meeting_code={meeting_code}&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会议 Code。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guests Guest 数组 会议嘉宾列表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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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String 手机号。

guest_name String 嘉宾名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meeting_code=653202434&userid=xxx&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5923312864334416762",

    "meeting_code":"653202434",

    "subject":"jiabin",

    "guests":[

        {

            "area":"86",

            "phone_number":"xxxxxx",

            "guest_name":"tes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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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嘉宾列表

会议 ID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0:51:55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通过会议 ID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只有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修改。

一天最多可设置嘉宾10次，且同一用户最多被设置为嘉宾10次。超出限制会议将不会出现在嘉宾会议列表中。

注意

只有商业版、企业版或教育版用户可以使用会议嘉宾功能，免费版尚无此功能。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meeting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guests 是 Guest 对象数组 会议嘉宾列表（传空数组会清空嘉宾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rea 是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是 String 手机号。

guest_name 否 String 嘉宾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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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更新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15923312864334416762

{

    "meeting_id":"xxxxxxxxx",

    "userid":"xxx",

    "instanceid":1,

    "guests":[

        {

            "area":"86",

            "phone_number":"xxxxxxxxx",

            "guest_name":"xxxx"

        }

    ]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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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Code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10:50:49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嘉宾 Guest 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通过会议 Code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只有会议创建人才有权限修改。

一天最多可设置嘉宾10次，且同一用户最多被设置为嘉宾10次。超出限制会议将不会出现在嘉宾会议列表中。

注意

只有商业版、企业版或教育版用户可以使用会议嘉宾功能，免费版尚无此功能。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会议码。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guests 是 Guest 对象数组 会议嘉宾列表（传空数组会清空嘉宾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rea 是 String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传86，不是+86，也不是0086）。

phone_number 是 String 手机号。

guest_name 否 String 嘉宾名称。

输出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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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更新成功，返回 body 为空。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guests

{

    "meeting_code":"609685458",

    "userid":"xxxxx",

    "instanceid":1,

    "guests":[

        {

            "area":"86",

            "phone_number":"xxxxx",

            "guest_name":"xxxx"

        }

    ]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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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管理

多问题投票

创建会议投票主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24

投票问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为指定的会议创建投票。该接口投票支持多问题。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创建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ll_topi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最多50个字符。    

poll_des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描述，最多100个字符。   

is_anony  Number 非必须  
是否匿名。 
0：实名，默认值 

1：匿名  

poll_questions Object [] 必须 投票问题数组，每个投票支持添加10个问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ques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问题描述，最多5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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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问题对象

question_type Number 必须
问题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poll_option String [] 必须 每个问题支持添加10个选项，最少为2个选项。每个选项最多支持36个字符。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模板 ID。   

poll_topi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最多50个字符。   

poll_des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描述，最多100个字符。   

is_anony Number 必须 
是否匿名。 
0：实名，默认值 
1：匿名 

poll_questions Object [] 必须 投票问题数组，每个投票支持添加10个问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ques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问题描述，最多50个字符。  

question_type number 必须
问题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poll_option String [] 必须 选项内容。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

{

    "operator_id":"test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2,

    "poll_topic":"API投票测试主题1",

    "poll_desc":"API投票测试主题描述1",

    "is_anony":0,

    "poll_questions":[

        {"question_desc":"问题1","question_type":0,"poll_option":["选项1","选项2","选项3"]},

        {"question_desc":"问题2","question_type":0,"poll_option":["1","2","3"]}]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poll_theme_id": "A19123456-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poll_topic": "API投票测试主题1",

    "poll_desc": "API投票测试主题描述1",

    "is_anony": 0,

    "poll_ques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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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uestion_desc": "问题1",

            "question_type": 0,

            "poll_option": [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

        },

        {

            "question_desc": "问题2",

            "question_type": 0,

            "poll_option": [

                "1",

                "2",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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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投票主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29

投票问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修改投票主题信息，目前仅支持全覆盖修改。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创建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ID。    

poll_topi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最多50个字符。    

poll_des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描述，最多100个字符。   

is_anony  Number 非必须  
是否匿名。
0：实名，默认值 
1：匿名  

poll_questions Object [] 必须 投票问题数组，每个投票支持添加10个问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ques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问题描述，最多5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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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问题对象

question_type Number 必须 问题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poll_option String [] 必须 每个问题支持添加10个选项，最少为2个选项。每个选项最多支持36个字符。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模板 ID。   

poll_topi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最多50个字符。   

poll_des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描述 最多100个字符。   

is_anony Number 非必须 
是否匿名。 
0：实名，默认值 

1：匿名 

poll_questions Object [] 必须 投票问题数组，每个投票支持添加10个问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ques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问题描述，最多50个字符。  

question_type number 必须
问题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poll_option String [] 必须 选项内容。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

{

    "operator_id":"test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2,

    "poll_theme_id":"A19124181-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poll_topic":"API投票测试主题3",

    "poll_desc":"API投票测试主题描述3",

    "is_anony":0,

    "poll_questions":[{"question_desc":"问题4","question_type":0,"poll_option":["选项1","选项2","选项3"]},

    {"question_desc":"问题5","question_type":0,"poll_option":["1","2","3"]}]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poll_theme_id": "A19124181-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poll_topic": "API投票测试主题3",

    "poll_desc": "API投票测试主题描述3",

    "is_anony": 0,

    "poll_questio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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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_desc": "问题4",

            "question_type": 0,

            "poll_option": [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

        },

        {

            "question_desc": "问题5",

            "question_type": 0,

            "poll_option": [

                "1",

                "2",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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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投票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6:20

投票主题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

查询指定会议的投票列表。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查询投票信息或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lis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是
操作者 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查询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是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s_theme_in
fo

Object [] 必须 投票主题信息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ID。

polls_info Object [] 必须 投票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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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信息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_id String 必须 投票 ID。

poll_topic String 必须 投票标题。 

status Integer 必须

投票状态。
0：未开始 
1：投票中 

2：已结束  

is_shared Integer 必须

共享状态。

 0：未共享 
1：已共享  

is_anony Integer 必须
是否匿名。 
0：实名 
1：匿名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list?operator_id=testUser&operator_id_type=1&instanceid=2

输出示例

{

    "polls_theme_info": [

        {

            "poll_theme_id": "A19124181-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polls_info": [

                {

                    "poll_id": "B7DD75774-C1B7-C841-B69E-7DF550424191",

                    "poll_topic": "API投票测试主题3",

                    "status": 1,

                    "is_shared": 0,

                    "is_anony":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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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投票主题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6:24

接口描述

描述：

查投票模板的详细信息，包括问题、选项，但不包括投票结果。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查询投票信息或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是
操作者 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查询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是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 open_id4: 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ll_theme_id String 是 投票主题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ID。  

poll_topi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poll_desc String 必须 投票描述。

is_anony Integer 必须
是否匿名。 
0：实名 

1：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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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问题对象

选项信息对象

poll_question_
data

Object [] 必须 投票问题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ques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问题描述，最多50个字符。

question_type Integer 必须
问题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option_info Object [] 必须 选项信息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tion_id Number 必须 选项 ID。  

op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选项描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operator_id=testUser&operator_id_type=1&instanceid=2&poll_theme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poll_theme_id": "A19124181-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poll_topic": "API投票测试主题3",

    "poll_desc": "API投票测试主题描述3",

    "is_anony": 0,

    "poll_question_data": [

        {

            "question_desc": "问题4",

            "question_type": 0,

            "option_info": [

                {

                    "option_desc": "选项1"

                },

                {

                    "option_desc": "选项2"

                },

                {

                    "option_desc": "选项3"

                }

            ]

        },

        {

            "question_desc": "问题5",

            "question_type": 0,

            "option_info": [

                {

                    "option_desc": "1"

                },

                {

                    "option_desc":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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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ption_desc": "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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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投票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46:36

接口描述

描述：

查投票的详情，包括问题、选项、投票结果。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查询投票信息或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poll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是
操作者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查询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是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ll_id String 是 投票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ID。 

poll_id String 必须 投票 ID。   

poll_topic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poll_desc String 必须 投票描述。    

is_anony Integer 必须 是否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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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对象

选项信息对象

用户信息对象

0：实名 
1：匿名  

status Integer 必须 

投票状态。 
0：未开始 
1：投票中 

2：已结束 

is_shared Integer 必须 是否共享。    

vote_total_nu

m 
Number 必须 投票人数。    

poll_question_

data 
Object [] 必须 投票结果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ques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问题描述。 

question_type Integer 必须
问题类型。 
0：单选 
1：多选  

question_id String 必须 问题 ID。 

option_info Object [] 必须 选项信息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tion_id Number 必须 选项 ID。    

option_desc String 必须 选项描述。    

option_num Integer 必须 每个选项的投票数。   

rate Integer 必须 投票比率。  

option_user Object [] 必须 用户信息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nick_name String 必须 用户昵称，如果非匿名，展示。 

userid String 必须 用户 userid，同企业才展示 userid。如果非匿名，展示。    

open_id String 必须 用户 open_id，如果非匿名，展示。     

ms_open_id String 必须 用户 ms_open_id，如果非匿名，展示。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B7DD75774-C1B7-C841-B69E-7DF550424191?operator_id=testUser1&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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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_id": "100001",

    "poll_theme_id": "A19124181-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poll_id": "B7DD75774-C1B7-C841-B69E-7DF550424191",

    "poll_topic": "API投票测试主题3",

    "poll_desc": "API投票测试主题描述3",

    "is_anony": 0,

    "status": 1,

    "is_shared": 0,

    "vote_total_num": 0,

    "poll_question_data": [

        {

            "question_id": "Q26405070-A1F3-F165-F34A-9F89057FC99A",

            "question_desc": "问题4",

            "question_type": 0,

            "option_info": [

                {

                    "option_id": 1297247,

                    "option_desc": "选项1",

                    "option_num": 0,

                    "rate": 0

                },

                {

                    "option_id": 1297248,

                    "option_desc": "选项2",

                    "option_num": 0,

                    "rate": 0

                },

                {

                    "option_id": 1297249,

                    "option_desc": "选项3",

                    "option_num": 0,

                    "rate": 0

                }

            ]

        },

        {

            "question_id": "Q08709EC1-FB87-85B6-045A-104F9D62BBCB",

            "question_desc": "问题5",

            "question_type": 0,

            "option_info": [

                {

                    "option_id": 1297250,

                    "option_desc": "1",

                    "option_num": 0,

                    "rate": 0

                },

                {

                    "option_id": 1297251,

                    "option_desc": "2",

                    "option_num": 0,

                    "rate": 0

                },

                {

                    "option_id": 1297252,

                    "option_desc": "3",

                    "option_num": 0,

                    "rate":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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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会议投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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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则返回空值。

接口描述

描述：

删除会议投票。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删除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ll_theme_id String 否  
投票主题 ID，传入则代表删除投票主题，删除投票主题不影响投票实例。投票主题 ID 和
投票 ID 二选一，如果都传入，会使用投票 ID。  

poll_id String 否 
投票 ID，传入则代表删除投票实例。当主题下所有主题实例被删，则投票主题也被删除。
投票主题 ID 和投票 ID 二选一，如果都传入，会使用投票 ID。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

{

    "operator_id":"test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2,

    "poll_theme_id":"A32597387-5AB9-97CE-FD4E-07FC79DDCBD1",

    "poll_id":"BF06B4E48-B3AE-97DC-3B92-8B522ABAD5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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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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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会议投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6:59

接口描述

描述：

使用已有的投票主题发起投票。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poll_theme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发起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poll_theme_id String 必须 投票主题 ID。

poll_id String 必须 投票 ID。

示例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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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A19124181-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

    "operator_id":"test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2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 "100001",

    "poll_theme_id": "A19124181-C250-5D5C-6AEB-2BE21CA3DD6C",

    "poll_id": "B7DD75774-C1B7-C841-B69E-7DF550424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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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会议投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7:57:06

成功则返回空值。

接口描述

描述：

结束指定会议的投票。

支持 OAuth 鉴权，权限：管理投票信息。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olls/{poll_theme_id}/finish/{poll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的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才可以结束投票。

operator_id_ty
pe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2：open_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oll_id String 必须 投票 ID。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polls/A32597387-5AB9-97CE-FD4E-07FC79DDCBD1/finish/B4E569AA7-AFE6-

{

    "operator_id":"test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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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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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问题投票
创建会议投票主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49:59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投票主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主持人时，可在会议下创建一个投票主题。

注意

多问题投票 API 包含单问题投票的能力。后续单问题投票 API 不再维护，请参见多问题投票 创建会议投票主题 。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

vote_theme_inf
o

是
Object（投票主
题对象）

投票主题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opic 是 String 投票标题，至少1个字符，最多不超过36个字符。

vote_desc 是 String 投票描述，最多不超过50个字符。

vote_type 是 Integer 投票选择类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6818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97 共739页

投票项对象

0：单选 
1：多选

is_anony 是 Integer
是否匿名：
0：实名
1：匿名

vote_opt_list 是 Array 投票项对象。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t_desc 是 String 投票选项描述，至少1个字符，最多不超过36个字符。

注意

1. meeting_code 和 meeting_id 参数不能同时为空，至少传入一个。

2. 投票选项至少2个，最多不超过10个。

3. 一个会议最多发起20个投票主题。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heme_id String 投票未正式发起前的投票 ID，以“A”开头的一串字符串。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

{

  "userid": "tester",

  "instanceid": 1,

  "meeting_id": "4086006821859918718",

  "vote_theme_info": {

      "vote_topic": "API测试创建投票主题",

      "vote_desc": "API",

      "vote_type": 0,

      "is_anony": 0,

      "vote_opt_list": [

         {

        "opt_desc": "选项1"

       },

       {

        "opt_desc": "选项2"

      }

      ]

  }

}

输出示例

{"vote_theme_id":"A7A99DA76-4794-E0C8-BF58-ED851A20B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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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会议投票主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0:04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投票主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主持人时，可在会议下编辑一个投票主题。

注意

多问题投票 API 包含单问题投票的能力。后续单问题投票 API 不再维护，请参见多问题投票 修改会议投票主题 。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voteThem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
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

vote_them
e_info

是
Object（投
票主题对象）

投票主题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opic 是 String 投票标题，至少1个字符，最多不超过36个字符。

vote_desc 是 String 投票描述，最多不超过50个字符。

vote_type 是 Integer
投票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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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项对象

无，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无

is_anony 是 Integer 是否匿名：

0：实名
1：匿名

vote_opt_list 是 Array 投票项对象。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t_desc 是 String 投票选项描述，至少1个字符，最多不超过36个字符。

注意

1. meeting_code 和 meeting_id 参数不能同时为空，至少传入一个。

2. 投票选项至少2个，最多不超过10个。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A7A99DA76-4794-E0C8-BF58-ED851A20B735

{

  "userid": "tester",

  "instanceid": 1,

  "meeting_id": "4086006821859918718",

  "vote_theme_info": {

      "vote_topic": "API测试修改投票主题",

      "vote_desc": "API",

      "vote_type": 0,

      "is_anony": 0,

      "vote_opt_list": [

         {

        "opt_desc": "选项1"

       },

       {

        "opt_desc": "选项2"

      }

      ]

  }

}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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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会议投票主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0:21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投票主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主持人时，可获取会议下的投票主题列表。

注意

多问题投票 API 包含单问题投票的能力。后续单问题投票 API 不再维护，请参见多问题投票 查询会议投票主题信息 。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

注意

meeting_code 和 meeting_id 参数不能同时为空，至少传入一个。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hemes_number Integer 投票主题数量。

vote_theme_list 投票主题对象数组 投票主题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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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项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opic String 投票标题。

vote_desc String 投票描述。

vote_theme_id String 投票未正式发起前的投票 ID，以“A”开头的一串字符串。

vote_type Integer

投票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is_anony Integer
是否匿名：
0：实名
1：匿名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String
投票主题创建人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
使用 openId）。

vote_opt_list 投票选项对象数组 投票选项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t_id String 投票选项 ID。

opt_desc String 投票选项描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userid=tester&instanceid=1&meeting_code=86359399865

输出示例

{

    "vote_themes_number": 2,

    "vote_theme_list": [{

        "vote_topic": "测试创建投票主题",

        "vote_desc": "API",

        "vote_theme_id": "A5B17E823-865C-A655-8DFE-FFB12629C2A6",

        "vote_type": 0,

        "is_anony": 0,

        "meeting_id": "4086006821859918718",

        "userid": "tester",

        "vote_opt_list": [{

            "opt_id": "375246",

            "opt_desc": "乘"

        }, {

            "opt_id": "375247",

            "opt_desc": "除"

        }]

    }, {

        "vote_topic": "API测试修改投票主题",

        "vote_desc": "测试",

        "vote_theme_id": "A7A99DA76-4794-E0C8-BF58-ED851A20B735",

        "vote_type": 0,

        "is_anony": 0,

        "meeting_id": "40860068218599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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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id": "tester",

        "vote_opt_list": [{

            "opt_id": "375248",

            "opt_desc": "99"

        }, {

            "opt_id": "375249",

            "opt_desc": "999"

        }, {

            "opt_id": "375250",

            "opt_desc": "999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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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会议下投票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0:29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主持人时，可获取会议下的正在进行中和已结束的投票列表。

注意

多问题投票 API 包含单问题投票的能力。后续单问题投票 API 不再维护，请参见多问题投票 查询会议投票列表 。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从1开始。

page_size 是 Integer 当前页大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20。

注意

meeting_code 和 meeting_id 参数不能同时为空，至少传入一个。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otal_number Integer 投票数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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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对象

vote_total_page Integer 投票结果总页数。

vote_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vote_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大小。

vote_list 投票对象数组 投票主题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opic String 投票标题，至少1个字符，最多不超过36个字符。

vote_theme_id String 投票未正式发起前的投票 ID，以“A”开头的一串字符串。

vote_id String 投票已正式发起后的投票 ID，以“B”开头的一串字符串。

status Integer
投票状态：
1：正在进行中

2：已结束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s?userid=tester&instanceid=1&meeting_code=86359399865&page=1&page_size=20

输出示例

{

    "vote_total_number": 1,

    "vote_total_page": 1,

    "vote_current_page": 1,

    "vote_current_size": 1,

    "vote_list": [{

        "vote_topic": "API测试",

        "vote_theme_id": "AB45E1FD8-6EE4-GA65-21HY-AB9DBFE92BFG",

        "vote_id": "BC44E1FD9-6EF4-DA95-29FA-AF9DBEE88FFA",

        "status":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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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会议投票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0:36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主持人时，可获取会议下的正在进行中或已结束的一个投票的投票结果。

注意

多问题投票 API 包含单问题投票的能力。后续单问题投票 API 不再维护，请参见多问题投票 查询会议投票详情 。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s/{vot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

注意

meeting_code 和 meeting_id 参数不能同时为空，至少传入一个。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vote_topic String 投票主题。

vote_desc String 投票描述。

vote_theme_id String 投票未正式发起前的投票 ID，以“A”开头的一串字符串。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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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选项对象

用户对象

vote_id String 投票已正式发起后的投票 ID，以“B”开头的一串字符串。

vote_type Integer
投票选择类型：
0：单选
1：多选

is_anony Integer
是否匿名：
0：实名

1：匿名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status Integer
投票状态：
1：正在进行中
2：已结束

vote_total_num Integer 投票总票数。

vote_opt_list 投票选项对象列表 投票选项详情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t_id String 投票 ID。

opt_desc String 投票描述。

opt_number Integer 选择此项的数量。

opt_user_list 用户对象数组 选择此项的用户列表，最多支持100个用户。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投票用户的 ID（返回同企业内的 userid，企业外的用户返回为空）。

nick_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s/BA2F117B3-F7D6-7276-4E7D-E3680B03685D?userid=tester&instanceid=10&meeting_code=

输出示例

{

    "vote_topic": "API测试修改投票主题",

    "vote_desc": "测试",

    "vote_theme_id": "AB45E1FD8-6EE4-GA65-21HY-AB9DBFE92BFG",

    "vote_id": "BA2F117B3-F7D6-7276-4E7D-E3680B03685D",

    "vote_type": 0,

    "is_anony": 0,

    "meeting_id": "4086006821859918718",

    "userid": "haynesxiang",

    "status": 2,

    "vote_total_num": 1,

    "vote_opt_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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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_id": "20435",

        "opt_desc": "99",

        "opt_number": 0

    }, {

        "opt_id": "20436",

        "opt_desc": "999",

        "opt_number": 0

    }, {

        "opt_id": "20437",

        "opt_desc": "9999",

        "opt_number": 1,

        "opt_user_list": [{

            "userid": "john117",

            "nick_name": "xxxx"

        }]

    }]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08 共739页

删除会议投票

删除会议投票主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0:44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无返回信息，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主持人时，可删除会议下的投票主题。

注意

多问题投票 API 包含单问题投票的能力。后续单问题投票 API 不再维护，请参见多问题投票 删除会议投票 。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voteTheme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meeting_code={me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

注意

meeting_code 和 meeting_id 参数不能同时为空，至少传入一个。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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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themes/A064A36EB-A86F-64EB-2D15-5B7887EF5ABA?userid=tester&instanceid=1&meeting_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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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投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0:49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无返回信息，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用户为会议主持人时，可删除会议下的投票。

注意

多问题投票 API 包含单问题投票的能力。后续单问题投票 API 不再维护，请参见多问题投票 删除会议投票 

。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s/{vote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meeting_code={meeting_code}&m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的 ID（企业内部请使用企业唯一用户标识；OAuth2.0 鉴权用户请使用 
open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否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 Code。

注意

meeting_code 和 meeting_id 参数不能同时为空，至少传入一个。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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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votes/B064A36EB-A86F-64EB-2D15-5B7887EF5ABA?userid=tester&instanceid=1&meeting_code=8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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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管理

发起签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43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创建者和主持人可以对会议发起签到。会议状态需进行中。

调用方式：POST

鉴权方式：JWT鉴权，OAuth2.0鉴权

权限点：会议管理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sign-i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id 
4：ms_open_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
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insat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sign_in_time 是 Integer 如果是限时签到，需传入签到时长（分钟），最多90分钟。

sign_type 是 Integer
签到类型：
0：限时签到 
1：不限时签到

sign_in_specifi
cation

否 String 签到说明，最多20个字符。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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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_in_id 是 String 签到 ID。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sign-in

{

    "meeting_id":"123456789",

    "sign_in_time": 90,

    "operator_id_type":1,

    "operator_id":"test_operator_id",

    "sign_type":0,

    "sign_in_specification":"test_sign_in",

    "instanceid":2

}

输出示例

{

    "sign_in_id": "S42CD414A-6EBD-XXXX-XXXX-C6437FC76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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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签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43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创建者和主持人能够在签到时间未到之前终止签到。

调用方式：PUT

鉴权方式：JWT 鉴权，OAuth2.0 鉴权

权限点：会议管理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sign-i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id 
4：ms_open_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
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ign_in_id 是 String 签到 ID。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

    "meeting_id":"123456789",

    "sign_in_id": "S42CD414A-6EBD-XXXX-XXXX-C6437FC76741",

    "operator_id_type":1,

    "operator_id":"test_operator_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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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atnceid":2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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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签到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43

接口描述

描述：会中会议创建者和主持人可以查询会议签到列表，会外会议创建者可以查询签到列表。

调用方式：GET

鉴权方式：JWT 鉴权，OAuth2.0 鉴权

权限点：会议管理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sign-in/lis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ID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id 

4：ms_open_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

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值为10，最大为20。

page 否 Integer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ign_in_list 是 Array 签到列表。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是 Integer 总页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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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对象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当前页数据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ign_in_id 是 String 签到 ID。

start_time 是 String 签到开始时间戳（秒）。

sign_in_specifi
cation

否 String 签到说明。

sign_in_status 是 Integer

签到状态：
0：未开始

1：进行中
2：已结束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sign-in/list?meeting_id=123456789&operator_id_type=1&operator_id=test_operator_id&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current_size": 20,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sign_in_list": [

        {

            "sign_in_id": "S42CD414A-6EBD-XXXX-XXXX-C6437FC76741",

            "start_time": 1684315462,

            "sign_in_specification": "test_sign_in",

            "sign_in_status":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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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签到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43

接口描述

描述：会中会议创建者和会议主持人可以导出一次签到的签到记录，会外会议创建者可以导出签到记录。

调用方式：GET

鉴权方式：JWT 鉴权，OAuth2.0 鉴权

权限点：会议管理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sign-in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2：openid 
4：ms_open_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
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ign_in_id 是 String 签到 ID。

page 否 Integer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10，最大50条。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当前页数据条数。

total_page 是 Integer 总页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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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记录对象

events 是 Array 签到记录。

sign_in_id 是 String 签到 ID。

start_time 是 String 签到开始时间戳（秒）。

sign_in_specifi
cation

是 String 签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是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userid 否 String 企业唯一用户标识，当与主持人为同企业时返回 userid。

open_id 是 String
已授权用户的 ID。 使用第三方应用鉴权方式（OAuth2.0）时，该值为已授权用户的 

open_id。 其他情况为空。

user_name 是 String 用户昵称。

user_role 是 String

用户角色： 

0：普通成员角色 
1：创建者角色 
2：主持人 
3：创建者+主持人 
4：游客 

5：游客+主持人 
6：联席主持人 
7：创建者+联席主持人

webinar_memb
er_role

是 String

网络研讨会成员角色： 
0：普通参会角色 

1：内部嘉宾 
2：外部嘉宾 
3：邀请链接入会嘉宾 
4：观众

sign_in_time 是 String 签到时间，按时间正序排列。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sign-in?meeting_id=123456789&sign_in_id=S42CD414A-6EBD-XXXX-XXXX-C6437FC7674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current_size": 20,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sign_in_id": "S42CD414A-6EBD-XXXX- XXXX-C6437FC76741",

    "start_time": 1684315462,

    "sign_in_specification": "test_sign_in",

    "events": [

        {

            "ms_open_id": "test_ms_open_id",

            "userid": "",

            "open_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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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_name": "test_operator_id",

            "user_role": "3",

            "webinar_member_role": "0",

            "sign_in_time": 168431546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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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N 管理

批量外呼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1:59:40

外呼的电话号码对象

成功外呼的电话号码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批量外呼电话入会。

在拨打后，立刻返回，无需等待，客户通过查询接口和 Webhook 获得外呼状态。

支持在会议未开始、会中外呼。

每次调用支持批量外呼50路。

支持境外电话号及分机号的外呼。

Webinar 暂不支持外呼。

调用方式：POST

鉴权方式：JWT 鉴权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meeting_id}/phone/callou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调用该接口。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Numb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phone_numbers Object [] 必须 外呼的电话号码对象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area Number 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是86）

phone String 必须 电话号码或固定电话总机号。

extension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固定电话分机号。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的唯一 ID。 

phone_numbers Object [] 必须 成功外呼的电话号码对象数组。

invalid_phone_numbe
rs

Object [] 必须 不合法的外呼电话号码对象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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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的外呼电话号码对象

area Number 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是86） 

phone String 必须 电话号码或固定电话总机号。

extension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固定电话分机号。

status String 非必须 外呼状态。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area Number 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是86）

phone String 必须 电话号码或固定电话总机号。

extension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固定电话分机号。

示例

输入示例

{

  "operator_id":"songe",

  "operator_id_type":2,

  "phone_numbers":[

    {

      "area":86,

      "phone":"13888888888"

    }

  ]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111111111111",

  "phone_numbers":[

    {

      "area":86,

      "phone":"13888888888",

      "status":"",

    }

  ],

  "invalid_phone_numbers":[

    {

      "area":86,

      "phone":"1388888888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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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的外呼状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6 11:16:35

电话号码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查询外呼电话入会的数据。无论是从客户端、API 还是 Web 端发起的外呼，在该接口都可以查询到，不针对呼叫人做

数据的隔离。

需要分页，分页最大条数100。

Webinar 暂不支持外呼。

调用方式：GET

鉴权方式：JWT 鉴权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meeting_id}/phone/callou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调用该接口。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

operator_id_type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page 必须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

page_size 必须 每页数据条数。默认值20，最大值10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的唯一 ID。 

phone_numbers Object [] 必须 电话号码对象数组。

current_size Number 必须 当前页码。

total_count Number 必须 总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Number 必须 当前页数据条数。

total_page Number 必须 总页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area Number 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是86）。

phone String 必须 电话号码或固定电话总机号。

extension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固定电话分机号。

status String 必须 外呼状态。

ms_open_id String 必须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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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输入示例

{

  "operator_id":"songe",

  "operator_id_type":2,

  "page":5,

  "page_size":10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111111111111",

  "phone_numbers":[

    {

      "area":86,

      "phone":"13888888888",

      "status":"",

      "ms_open_id":"dddddddd"

    }

  ],

  "current_size": 30,

  "total_count": 1000,

  "current_page": 10,

  "total_page":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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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PSTN 的 ms_open_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4 14:24:59

外呼的电话号码对象

返回的 ms_open_id 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查询 PSTN 的 ms_open_id。

ms_open_id 是 PSTN 的识别标识，用户拨号进入后，在实时参会列表等 API 及 Webhook 中可以获取。

由于可能出现一个座机号同时拨入的情况，所以同一个座机号可能对应多个 ms_open_id。

仅当 PSTN 接通后，该接口会返回对应的 ms_open_id。

支持查询会议下 PSTN 的历史 ms_open_id 列表。

调用方式：POST

鉴权方式：JWT 鉴权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Id}/phone/ms-open-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者 ID。
会议创建者、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可以调用该接口。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Number 必须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企业内用户 userid

phone_numbers Object [] 必须 外呼的电话号码对象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area Number 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是86）。

phone String 必须 电话号码或固定电话总机号。

extension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固定电话分机号。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的唯一 ID。 

ms_open_id_list Array [] 必须 返回的 ms_open_id 对象数组。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area Number 必须 国家/地区代码。（例如：中国是86）。 

phone String 必须 电话号码或固定电话总机号。

extension_number String 非必须 固定电话分机号。

ms_open_id String 必须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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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输入示例

{

  "operator_id":"songe",

  "operator_id_type":2,

  "phone_numbers":[

    {

      "area":86,

      "phone":"13888888888",

    }

  ]

}

输出示例

{

    "meeting_id":"1111111111111",

  "ms_open_id_list":[

    {

      "area":86,

      "phone":"13888888888",

      "ms_open_id":"xxx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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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PSTN 通话详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4 14:25:06

返回错误展示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超管、企业管理员拥有结算信息查看或编辑权限点的企业成员可以查询企业的通话详单信息，异步获取详单信息，可以订阅 异步任务结果事件  获得导

出结果，也可以通过 获取导出结果接口  查询具体信息。

鉴权方式：JWT 鉴权

调用方法：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phone/call_detail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meeting_id 否 String 可以查询某次会议的数据，不传入则查询企业下全部会议的。

start_date 否 String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需要同时传入，若开始与结束时间不传，则查询近一年的数据。开始

时间支持 yyyy-MM-dd 格式。

end_date 否 String 统计结束时间支持 yyyy-MM-dd 格式。最多能查询到昨天的数据。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job_id String 任务 ID，可通过获取导出结果接口查询。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phone/call-detail?operator_id=user123&operator_id_type=1&meeting_id=12345678910&

输出示例

{

   "job_id":"e1234567-f123-4d12-123a-12346192e332"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64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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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Rooms）管理

预定会议室（Room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5:17:1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室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对成功预定的会议添加会议室，支持多个会议室预定。（说明：会议室预定对会议时长有硬性要求，会议时长不得大于24小时；不支持周期性会议。）

通过会议 ID 预定会议室。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book-room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room_id_list 是
String 数

组
会议室 ID 列表。

subject_visible 否 boolean

true：在会议开始前的一小时内，在 Room 上显示会议主题。默认值为 true。

false：在会议开始前的一小时内，在 Room 上不显示会议主题。
说明：该参数并不影响预定时间晚过当前时间一个小时以上的会议。超过一小时的会议默
认不显示会议主题。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numb

er
是 Integer 会议室数量。

meeting_room_list 否
会议室对

象数组
会议室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meeting_room_name 是 String 会议室名称。

meeting_room_locati
on

是 String 会议室地址。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book-room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29 共739页

{

   "meeting_room_id_list":["100001","100002"]

}

输出示例

{

    "meeting_room_number":2,

    "meeting_room_list":[

        {

            "meeting_room_id":"100001",

            "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测试1",

            "meeting_room_location":"广州-大厦-10"

        },

        {

            "meeting_room_id":"100002",

            "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测试2",

            "meeting_room_location":"西安-广场-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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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会议室（Room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2:57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通过会议 ID 释放会议室，支持多个会议室释放，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release-room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room_id_list 是
String 数
组

会议室 ID 列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release-rooms

{

   "meeting_room_id_list":["100001","100002"]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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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室（Rooms）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8 11:21:4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室基本信息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室 ID 查询该会议室详细信息，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eeting_room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basic_info 是
会议室基
本信息对
象

会议室基本信息。

account_info 是
会议室账
号信息对
象 

会议室账号信息。

hardware_info 是

会议室硬

件信息对
象 

会议室硬件信息。

pmi_info 是
会议室 
PMI 信息
对象 

会议室 PMI 信息。

monitor_status 是 Integer
告警通知状态：
0：未开启
1：已开启

is_allow_call 是 Bool

是否允许被呼叫：

true：是
false：否

scheduled_status 是 Integer
预定状态：
0：未开放预定
1：开放预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ooms_id_list 是
String 数

组
Rooms ID 列表。

meeting_room_name 是 String 会议室名称。

city 是 String 城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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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账号信息对象

会议室硬件信息对象

building 是 String 建筑。

floor 是 String 楼层。

participant_number 是 Integer 容纳人数。

device 是 String 会议室设备。

desc 是 String 描述（base64）。

password 是 String 管理员密码（base64）。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ccount_type 是 Integer

账号类型：
0：普通
1：专款
2：试用

valid_period 是 String 有效期限（普通账号有效期限即企业账号的有效期限，固定返回“-”）。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factory 是 String 厂家。

device_model 是 String 设备型号。

sn 是 String 序列号。

ip 是 String IP 地址。

mac 是 String MAC 地址。

rooms_version 是 String Rooms 版本。

firmware_version 是 String 固件版本。

health_status 是 String 健康状况。

system_type 是 String 设备系统。

meeting_room_status 是 Integer

会议室状态：

0：未激活
1：未绑定
2：空闲
3：使用中

4：离线

active_time 是 String 激活时间。

cpu_info 是 String CPU 信息。

cpu_usage 是 String CPU 最大占用率。

gpu_info 是 String GPU 信息。

net_type 是 String 网络类型。

memory_info 是 String 内存信息。

monitor_frequency 是 Integer 显示器刷新率。

camera_model 是 String 摄像头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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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PMI 信息对象

enable_video_mirror 是 Boolean 是否开启视频镜像。

microphone_info 是 String 麦克风信息。

speaker_info 是 String 扬声器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mi_code 是 String 会议室专属 ID。

pmi_pwd 否 String 入会密码（base64）。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100001

输出示例

{

    "basic_info":{

        "rooms_id_list":[

            "200115200039985708"

        ],

        "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测试1",

        "city":"广州",

        "building":"大厦",

        "floor":"10",

        "participant_number":3,

        "device":"ROOMS",

        "desc":"aGVsbG8=",

        "password":"MzMz"

    },

    "account_info":{

        "account_type":0,

        "valid_period":"-"

    },

    "hardware_info":{

        "factory":"",

        "device_model":"",

        "sn":"",

        "ip":"10.10.10.69",

        "mac":"a1:ee:27:c1:8a:1a",

        "rooms_version":"2.7.2.420",

        "firmware_version":"",

        "health_status":"ERROR",

        "system_type":"10.13.6",

        "meeting_room_status":1,

        "active_time":"2021-03-23 15:37:34",

        "cpu_info":"Intel(R) Core(TM) i7-7700K CPU @ 4.20GHz|Intel(R) Core(TM) i7-7700K CPU @ 4.20GHz|Intel(R) Core(TM) i7-7700

        "cpu_usage":"",

        "gpu_info":"",

        "net_type":"ethernet",

        "memory_info":"",

        "monitor_frequency":0,

        "camera_model":"FaceTime 高清摄像头（内建）",

        "enable_video_mirror":true,

        "microphone_info":"内建麦克风 ",

        "speaker_info":"内建输出"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34 共739页

    },

    "pmi_info":{

        "pmi_code":"12345678",

        "pmi_pwd":"XXXXXXX"

    },

    "monitor_status":0

    "is_allow_call":true,

    "scheduled_statu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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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室（Rooms）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8 11:21:45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室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企业下的会议室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meeting_room_name={meeting_room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 否 Integer 页码，从1开始，默认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从1开始，最大50，默认20。

meeting_room_name 否 String 会议室名称（支持模糊匹配查找）。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total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meeting_room_list 否
会议室对
象数组

 会议室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meeting_room_name 是 String 会议室名称。

meeting_room_locati

on
是 String 会议室地址。

account_type 是 Integer

账号类型：

0：普通
1：专款
2：试用   

active_code 是 String 激活码。

participant_number 是 Integer 容纳人数。

meeting_room_status 是 Integer 会议室状态：
0：未激活
1：未绑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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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闲
3：使用中
4：离线

scheduled_status 是 Integer
预定状态：
0：未开放预定

1：开放预定   

is_allow_call 是 Bool
是否允许被呼叫。
true：是
false：否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page=1&page_size=2&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200,

    "total_page":100,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2,

    "meeting_room_list":[

        {

            "meeting_room_id":"100001",

            "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测试1",

            "meeting_room_location":"广州-大厦-10",

            "account_type":1,

            "active_code":"69MS********2PKC",

            "participant_number":12,

            "meeting_room_status":1,

            "scheduled_status":0

            "is_allow_call":true

        },

        {

            "meeting_room_id":"100002",

            "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测试2",

            "meeting_room_location":"西安-广场-19",

            "account_type":0,

            "active_code":"7G36********9Q3H",

            "participant_number":13,

            "meeting_room_status":0,

            "scheduled_status":0,

            "is_allow_call":tru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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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室（Rooms）下的会议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3:32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指定会议室（Rooms）下的会议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operator_id}/meeting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是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Integer 是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 设备 rooms_id
5：会议室 ID meeting_room_id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tart_time String 否 Unix 时间戳。查询起始时间，时间区间不超过90天。

end_time String 否 Unix 时间戳。查询结束时间，时间区间不超过90天。

page Integer 否 当前页，页码起始值为1，默认为1。

page_size Integer 否 分页大小，默认20条，最大20条。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备注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实际页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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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象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meeting_info_list 会议对象列表 会议对象列表。

名称 类型 备注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有效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status String 会议状态。

meeting_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一次性会议。
1：周期性会议。

2：微信专属会议。
4：rooms 投屏会议。
5：个人会议号会议。
6：网络研讨会（Webinar）。

start_time Integer 会议预订开始时间（Unix 秒）。

end_time Integer 会议预订结束时间（Unix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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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设备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2 15:52:2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设备信息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企业下的可用设备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vice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meeting_room_name={meeting_room_nam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 否 Integer 页码，从1开始，默认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从1开始，最大50，默认20。

meeting_room_name 否 String 会议室名称（支持模糊匹配查找）。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total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device_info_list 否
设备信息
对象数组

设备信息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rooms_id 是 String Rooms ID。

meeting_room_name 是 String 会议室名称。

meeting_room_locati
on

是 String 会议室地址。

device_model 否 String 设备型号。

app_version 否 String 应用程序版本。

meeting_room_status 是 Integer

会议室状态：
0：未激活
1：未绑定
2：空闲

3：使用中
4：离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40 共739页

设备健康情况

device_monitor_info 是 Object 设备健康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amera_status 是 Boolean 摄像头健康状态。

microphone_status 是 Boolean 麦克风健康状态。

speaker_status 是 Boolean 扬声器健康状态。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vices?page=1&page_size=2&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200,

    "total_page":100,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2,

    "device_info_list":[

        {

            "meeting_room_id":"100001",

            "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测试1",

            "meeting_room_location":"广州-大厦-10",

            "device_model":"TT-IP65T",

            "app_version":"999.999.999.999",

            "meeting_room_status":4

        },

        {

            "meeting_room_id":"100002",

            "meeting_room_name":"会议室测试2",

            "meeting_room_location":"西安-广场-19",

            "device_model":"",

            "app_version":"2.7.4.14",

            "meeting_room_status":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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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控制器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3:41

控制器信息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企业下的控制器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nitor/device-controller-info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controller_name String 否  需要查询的设备名称（支持模糊匹配查找），如需获取全量列表，则不需要传入。

page Integer 否  页码，从1开始。    

page_size Integer 否  分页大小，从1开始，最大5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Numb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page Numb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current_size Numb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total_page Number 必须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controller_info_list Object [] 必须 控制器信息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rooms_id String 必须 Rooms ID。

meeting_room_name String 必须 会议室名称。

meeting_room_locati
on

String 必须 会议室地址。

controller_name String 必须 控制器名称。

manufacture_name String 必须 厂商。

controller_model String 必须 控制器型号。

app_version String 必须 应用程序版本。

status String 必须
设备状态：
0：离线 
1：在线

framework_version String 必须 固件版本。

ip_address String 必须 IP 地址。

mac_address String 必须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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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_type String 必须 CPU 类型。

cpu_usage String 必须 CPU 当前占有率。

network_type String 必须 网络类型。

mem_usage String 必须 内存使用大小。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nitor/device-controller-info?controller_name=igelschen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6,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6,

    "total_page": 1,

    "controller_info_list": [{

            "meeting_room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eeting_room_location": "西安-新长安广场-19",

            "controller_name": "nxxxxxxeng-test123",

            "manufacture_name": "Apple",

            "controller_model": "Apple",

            "app_version": "x.x.x.x",

            "status": "0",

            "framework_version": "iOS 15.2.1",

            "ip_address": "x.x.x.x",

            "mac_address": "x:x:x:x:x:x",

            "cpu_type": "ARM64",

            "cpu_usage": "1.7",

            "network_type": "wifi",

            "mem_usage": "3.6GB",

            "rooms_id": "14411xxxxxxxx59565"

        },

        {

            "meeting_room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eeting_room_location": "西安-新长安广场-19",

            "controller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anufacture_name": "Apple",

            "controller_model": "Apple",

            "app_version": "x.x.x.x",

            "status": "0",

            "framework_version": "iOS 14.0.1",

            "ip_address": "x.x.x.x",

            "mac_address": "x:x:x:x:x:x",

            "cpu_type": "ARM64",

            "cpu_usage": "2.3",

            "network_type": "wifi",

            "mem_usage": "2.9GB",

            "rooms_id": "14411xxxxxxxx59565"

        },

        {

            "meeting_room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eeting_room_location": "西安-新长安广场-19",

            "controller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anufacture_name": "LENOVO",

            "controller_model": "LE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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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_version": "x.x.x.x",

            "status": "0",

            "framework_version": "Windows Windows_10_Desktop",

            "ip_address": "x.x.x.x",

            "mac_address": "40-xx-xx-xx-xx-ef",

            "cpu_type": "",

            "cpu_usage": "0",

            "network_type": "wifi",

            "mem_usage": "8022GB",

            "rooms_id": "14411xxxxxxxx59565"

        },

        {

            "meeting_room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eeting_room_location": "西安-新长安广场-19",

            "controller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anufacture_name": "LENOVO",

            "controller_model": "LENOVO",

            "app_version": "x.x.x.x",

            "status": "0",

            "framework_version": "Windows Windows_10_Desktop",

            "ip_address": "x.x.x.x",

            "mac_address": "40-xx-xx-xx-xx-ef",

            "cpu_type": "",

            "cpu_usage": "0",

            "network_type": "wifi",

            "mem_usage": "8022GB",

            "rooms_id": "14411xxxxxxxx59565"

        },

        {

            "meeting_room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eeting_room_location": "西安-新长安广场-19",

            "controller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anufacture_name": "LENOVO",

            "controller_model": "LENOVO",

            "app_version": "x.x.x.x",

            "status": "0",

            "framework_version": "Windows Windows_10_Desktop",

            "ip_address": "x.x.x.x",

            "mac_address": "40-xx-xx-xx-xx-ef",

            "cpu_type": "",

            "cpu_usage": "0",

            "network_type": "wifi",

            "mem_usage": "8022GB",

            "rooms_id": "144115264330461224"

        },

        {

            "meeting_room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eeting_room_location": "西安-新长安广场-19",

            "controller_name": "nigxxxxxeng-test123",

            "manufacture_name": "Apple",

            "controller_model": "Apple",

            "app_version": "x.x.x.x",

            "status": "0",

            "framework_version": "iOS 15.2.1",

            "ip_address": "x.x.x.x",

            "mac_address": "40-xx-xx-xx-xx-ef",

            "cpu_type": "ARM64",

            "cpu_usage": "24.9",

            "network_type": "wifi",

            "mem_usage": "3.6GB",

            "rooms_id": "14411xxxxxxxx5956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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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室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8 1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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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会议室基本信息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对会议室信息进行设置。

权限：支持 JWT 鉴权，拥有会议室管理编辑权限。暂不支持 OAuth 2.0鉴权。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dify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instance_id 是 Integer 设备类型 ID。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要设置的会议室 ID。

meeting_room_info 否 Object 编辑会议室基本信息。

scheduled_status 否 Boolean
是否开放预定，初始值为 false。
true：是
false：否

is_allow_call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被呼叫，初始值为 true。

true：允许
false：不允许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name 是 String 会议室名称。长度不超过36个字符或18个汉字。

meeting_room_type 是 Int

会议室类型。
0：rooms 会议室
1：无类型会议室

2：SIP 会议室
4：H.323 会议室

mra_address 否 String 会议室信令地址。会议室类型为2或4时必填写，与 mra_register_account 二选一。

mra_register_account 否 String SIP/ H.323 注册账号。会议室类型为2或4时填写。

city 否 String
城市。若非已添加城市则自动创建城市及建筑与楼层。长度不超过36个字符或18个汉字。
city、building、floor 需同时传入或都不传入。

building 否 String
建筑。若非输入城市下现有建筑则自动创建该建筑与楼层。长度不超过36个字符或18个汉
字。

floor 否 String
楼层。若非输入建筑下现有楼层则自动创建楼层。输入应为数字或字母，长度不超过36个
字符。

participant_number 否 Integer 容纳人数。不超过9位数。

device 否
 
String[]

会议室设备，输入非现有类型内容则无效。设备类型有：TV、投影、会议电话机，MIC、
视频电视、PC、无线投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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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修改结果。

label 否 String[] 标签。非现有标签则自动创建，最多设置10个标签，每个标签不超过40个字。

desc 否 String 描述（base64）。长度不超过1000个字符。

use_password 否 Boolean
会议室类型为1时选择是否使用管理员密码，默认为 false。
true：使用 
false：不使用

password 否 String
使用管理员密码时必须填写管理员密码（base64）。若不使用密码，该字段无效。输入
应为1-16位的数字、字母或字符。

输出参数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dify

{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_id": 1,

    "meeting_room_id": "xxxxxxxxxxxxxx",

     "meeting_room_info": {

                     "meeting_room_name": "test1245531234",

                     "meeting_room_type": 1,

                     "city": "xian1",

                     "building": "dsaf测试",

                     "floor": "43",

                     "participant_number": 40,

                     "device": ["投影","TV",]    

},

    "scheduled_status": true,

    "is_allow_call": false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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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室配置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4 11:03:42

会议室会议配置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会议室的配置项。

权限：JWT 鉴权，拥有会议室查看权限，暂不支持 OAuth 2.0鉴权。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room-config-info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instance_id 是 Integer 设备类型 ID。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settings Object 会议室会议配置对象。

record_settings Object 会议室录制配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ater_mark Integer

水印。
0：关闭
1：单排水印

2：多排水印

auto_response Integer
自动接听。
1：开启
2：关闭

caption Boolean
字幕。
true：开启
false：关闭

room_pmi Boolean
专属 ID。
true：开启

false：关闭

room_pmi_settings Object 会议室专属会议号配置，仅专属 ID 开启时有效。

room_notification Boolean

Rooms 屏幕是否展示消息通知。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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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专属会议号配置对象

会议室录制配置对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oom_pmi_psw 否 String 专属会议室密码，4-6位数字。

waiting_room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

allow_in_before_host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在主持人进会前入会。

mute_enable_type_joi
n

否 Integer

成员入会静音设置。
0：关闭
1：开启
2：超过6人自动开启

hosts 否 Array 会议指定主持人 ID。

only_enterprise_user
_allowed

否 Boolean
入会成员设置。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hare_record Integer

分享云录制。
0：关闭分享
1：全部成员可查看

2：仅登录成员可查看
3：仅同企业成员可查看
4：仅参会成员可查看

download_record Boolean
是否允许下载云录制。
true：开启
false：关闭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room-config-info

{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_id": 1,

    "meeting_room_id":"xxxxxxxxxxxxxx",

}

输出示例

{

      "meeting_settings":{

                      "water_mark":2,

                      "auto_response":1,

                      "caption":true,

                      "room_pmi":true,

                      "room_pmi_settings":{

                                      "room_pmi_psw":"11111",

                                      "waiting_room":false

                                               }

                      "room_notification":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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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_settings":{

                      "share_record":0,

                      "download_record":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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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室配置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4 11:03:47

会议室会议配置对象

会议室专属会议号配置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修改会议室各种配置项。

权限：JWT 鉴权，拥有会议室管理编辑权限，暂不支持 OAuth 2.0鉴权。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dify-room-config-info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instance_id 是 Integer 设备类型 ID。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要配置的会议室 ID。

meeting_settings 否 Object 会议室会议配置对象。

record_settings 否 Object 会议室录制配置对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water_mark 否 Integer

水印，初始值为2。
0：关闭
1：单排水印
2：多排水印

auto_response 否 Integer

自动接听，初始值为2。

1：开启
2：关闭

caption 否 Boolean
字幕，初始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room_pmi 否 Boolean
专属 ID，初始值为 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room_pmi_settings 否 Object 会议室专属会议号配置，仅专属 ID 开启时有效。

room_notification 否 Boolean
Rooms 屏幕是否展示消息通知，初始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不开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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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录制配置对象

返回修改结果。

room_pmi_psw 否 String 专属会议室密码，4-6位数字。

waiting_room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等候室。

allow_in_before_host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成员在主持人进会前入会。

mute_enable_type_joi
n

否 Integer

成员入会静音设置。
0：关闭
1：开启

2：超过6人自动开启

hosts 否 Array 会议指定主持人 ID。

only_enterprise_user
_allowed

否 Boolean

入会成员设置。

true：仅企业内部用户可入会
false：所有人可入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hare_record 否 Integer

分享云录制，初始值为1。
0：关闭分享

1：全部成员可查看
2：仅登录成员可查看
3：仅同企业成员可查看
4：仅参会成员可查看

download_record 否 Boolean
是否允许下载云录制，初始值为 fals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dify-room-config-info

 {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_id": 1,

    "meeting_room_id": "xxxxxxxxxxx",

     "meeting_settings": {

                    "water_mark": 0,

                    "auto_response": 1,

                    "caption": true,

                    "room_pmi": true,

                    "room_pmi_settings":{

                                      "room_pmi_psw":"11111",

                                      "waiting_room":false

                                               }

                    "room_notification": true

                    },

    "record_settings": {

                   "share_record": 0,

                   "download_record":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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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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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会议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8 11:21:23

MRA 对象

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可以通过会议室 ID 呼叫会议室邀请其入会。

权限：支持 JWT 鉴权，会议创建者所在企业的管理员和会议参会者可呼叫与自己同企业下的会议室入会，若使用会议室呼叫地址，需主持人或联席主持人身

份，暂不支持 OAuth 2.0鉴权。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room-call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meeting_room_id 否 String 会议室 ID，与 mra_address 二选一。

mra_address 否 Object MRA 对象。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rotocol 是 Integer
信令协议。
1：SIP
2：H.323

dial_string 是 String
信令地址。如果是 H.323 类型，输入 IP 地址或 E.164 号码。如果是 SIP 类型，输入 IP 
地址或 URI。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nvite_id String 呼叫 ID。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room-call

 {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 1,

    "meeting_room_id":"xxxxxxxxxxx",

    "meeting_id": "13434xxxxxxxxx927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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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invite_id":"33faef6b-xxxx-xxxx-xxxx-9d715cc33f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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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呼叫会议室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5:20:07

MRA 对象

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可以通过会议室 ID 进行取消呼叫操作。

权限：同会议室呼叫权限。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cancel-room-call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meeting_room_id 否 String 会议室 ID，与 mra_address 二选一。

mra_address 否 Object MRA 对象。

invite_id 是 String 呼叫 ID。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instance_id 是 Integer 设备类型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rotocol 是 Integer
信令协议。
1：SIP

2：H.323

dial_string 是 String
信令地址。如果是 H.323 类型，输入 IP 地址或 E.164 号码。如果是 SIP 类型，输入 IP 

地址或 URI。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cancel-room-call

{

    "operator_id": "user1",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_id":1,

    "meeting_room_id":"xxxxxxxxxxxxxxxxx",

    "meeting_id": "13434xxxxxxxxx927028",

    "invite_id": "33faef6b-xxxx-xxxx-xxxx-9d715cc33f95"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56 共739页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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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室应答状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5:20:01

MRA 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一个会议可以查询它所呼叫的会议室对其的应答状态。

权限：同会议室呼叫权限。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room-call-info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instance_id 是 Integer 设备类型 ID。

meeting_room_id 否 String 会议室 ID，与 mra_address 二选一。

mra_address 否 Object MRA 对象。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rotocol 是 Integer
信令协议。
1：SIP
2：H.323

dial_string 是 String
信令地址。如果是 H.323 类型，输入 IP 地址或 E.164 号码。如果是 SIP 类型，输入 IP 
地址或 URI。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status Integer

应答状态：

0：无应答，60秒无回应
1：未呼叫
2：入会中
3：被拒绝

4：呼叫中
5：取消呼叫（仅 Rooms 会议室有该状态）
6：已离会

response_time String 最近一次应答时间。

示例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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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room-call-info

 {

    "operator_id": self.other_userid,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_id": 5,

    "meeting_room_id":"xxxxxxxxxxxxxxxx",

    "meeting_id": "13434xxxxxxxxx927028"

}

输出示例

{

        "status":1,

        "response_time":"2022/11/22 14:3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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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设备激活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2:14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接口描述

描述：生成会议室中设备激活码，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eeting_room_id}/active-cod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active_code 是 String 激活码。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100001/active-code

输出示例

{

    "active_code":"1LN3BF2EWX4JYYBY"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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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账户下 Rooms 资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1:55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无额外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企业购买的 Rooms 资源，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rooms-inventory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normal_count 是 Integer 普通设备数。

special_count 是 Integer 专款设备数。

normal_used_count 是 Integer 普通设备使用数。

special_used_count 是 Integer 专款设备使用数。

normal_expired_coun
t

是 Integer 普通设备过期数。

special_expired_coun
t

是 Integer 专款设备过期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rooms-inventory

输出示例

{

    "normal_count":10,

    "special_count":2,

    "normal_used_count":2,

    "special_used_count":1,

    "normal_expired_count":0,

    "special_expired_count":0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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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会议室背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3 14:23:14

接口描述

描述：为会议室设置会议室背景。异步方式上传背景并生效，需要订阅 异步任务结果  通知事件。

权限：JWT 鉴权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eeting_room_id}/backgroun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background_image 否 String
背景图片 url，尺寸大小为1920*1080，小于10M，jpg/png/jpeg 格式如果不传入则使

用会议室默认背景。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job_id String 任务 ID。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background

{

   "operator_id":"user1",

   "operator_id_type":1,

   "meeting_room_id":"100001",

   "background_image":"https://xxxx.xxxx.com/xxxx/image.png"

}

输出示例

{

   "job_id":"16759xxxxxxxx0210"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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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室背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3 14:23:18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当前会议室的背景。

权限：JWT 鉴权

调用方式：GET

请求接口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eeting_room_id}/backgroun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meeting_room_id 是 String 会议室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background_image String 图片地址，有效期2小时。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100001/background?operator_id=user1&operator_id_type=1

输出示例

{

   "background_image":"https://xxxx.xxxx.com/xxxx/image.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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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连接器（MRA）管理

查询 MRA 状态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3:53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返回查询用户的当前状态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中查询指定 MRA 设备的当前状态信息， 包括：

名称

静音状态

视频状态

举手状态

默认布局等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query-participan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设备类型 ID。

user_ms_open_id 是 String 被查询用户临时身份 ID，该字段需 UrlEncode。

user_instance_id 是 Integer 被查询用户设备类型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用于所有用户。

instanceid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ID。

user_role Integer

用户角色：
0：普通成员角色
1：创建者角色

2：主持人
3：创建者+主持人
4：游客
5：游客+主持人 

6：联席主持人 
7：创建者+联席主持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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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_member_ro

le

Integer 网络研讨会成员角色：

0：普通参会角色
1：内部嘉宾
2：外部嘉宾
3：邀请链接入会嘉宾

4：观众

IP String 用户的 IP 地址。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

name String 用户当前显示名称。

audio_state Bool
麦克风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video_state Bool
摄像头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screen_shared_stat

e
Bool

屏幕共享状态：
true：开启
false：关闭

default_layout Integer

当前成员的默认分屏设置：
1：等分模式

2：全屏模式
3：1+N
说明：该参数仅支持 MRA 设备。

raise_hands_state Bool
举手状态：
true：举手中

false：手放下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00001/query-participant?operator_id=user1&operator_id_type=1&instanceid=1&user_m

输出示例

{

   "ms_open_id":"",

   "instanceid":9,

   "user_role":0,

   "IP":"192.168.2.2",

   "name":"user2",

   "audio_state":true,

   "video_state":false,

   "screen_shared_state":false,

   "default_layout":1,

   "raise_hands_state":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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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 MRA 默认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3:57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中对 MRA 的默认布局进行设置。如果当前 MRA 已显示会议自定义布局或个性布局或焦点视频，则不支持进行默认布局设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ra-control/meetings/{meetingId}/default-layou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ID。

default_layout 是 Integer

默认分屏设置：
1：等分模式
2：全屏模式
3：1+N

default_novide
o_user

是 Integer
默认非视频与会者在分屏中显示方式：
1：显示

2： 隐藏

user 是 Us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是 String 被操作 MRA 设置当前会议中的临时身份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9：voip、sip 设备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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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ra-control/meetings/100001/default-layout

{

   "operator_id":"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1,

   "default_layout":1,

   "default_novideo_user":1,

   "user":{

      "ms_open_id":"1234567",

      "instanceid":9

            }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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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MRA 举手或手放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4:0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对 MRA 的进行举手和手方下操作。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ra-control/meetings/{meetingId}/raise-han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ID。

raise_hand 是 Bool
MRA 设备举手操作：
True：举手
False：手放下

user 是 Us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是 String 被操作 MRA 设置当前会议中的临时身份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9：voip、sip 设备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ra-control/meetings/100001/raise-hand

{

   "operator_id":"user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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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1,

   "raise_hand":true,

   "user":{

      "ms_open_id":"1234567",

      "instanceid":9

            }

}

输出示例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69 共739页

MRA 呼叫挂断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4:0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请求路径参数

请求 body

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会议中对 MRA 的进行呼叫挂断操作。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ra-control/meetings/{meetingId}/hangup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Id 是 String 会议 ID，周期性会议传总会议 ID。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是 String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
pe

是 Integer
操作者 ID 的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ID。

user 是 UserObj 被操作用户对象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是 String 被操作 MRA 设置当前会议中的临时身份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9：voip、sip 设备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ra-control/meetings/100001/hangup

{

   "operator_id":"user1",

   "operator_id_type":1,

   "instanceid":1,

   "user":{

      "ms_open_id":"12345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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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9

            }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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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配置

设置企业成员发起会议的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6:36:23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

当账户类型为企业版时，可设置企业成员发起会议的权限。

企业成员发起会议的权限包含2种：企业下全部用户可发起会议和企业下部分用户可发起会议，当权限为部分用户可发起会议时，可设置具有权限的用户列

表，新增的用户会在已有的用户列表上进行追加。

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meeting/authorized-user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
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type 是 Integer
发起会议类型：
0：企业下全部用户可发起会议
1：企业下部分用户可发起会议

users 否 String 数组 企业成员 userid 数组，必须为企业下的注册用户，仅当 type 为1时此字段有效。

media_set_typ

e
否 Integer

会议类型，仅提供给支持混合云的企业，默认值为0。
0：公网会议

1：专网会议
注意：若用户所属企业未配置混合云，则设置专网会议相关接口调用失败。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meeting/authorized-users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29091",

  "type": 0,

  "users" : ["meeting4529091","meeting4529092"]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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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企业下可发起会议的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6:36:3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返回以下参数：

企业成员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企业版时，可查询企业下可发起会议的成员列表。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meeting/authorized-users?operator_userid={operator_userid}&page={pag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
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page 否 Integer 当前页，从1开始，默认为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为20，不超过20。

media_set_typ
e

否 Integer

会议类型，仅提供给支持混合云的企业，默认值为0。
0：公网会议
1：专网会议
注意：若用户所属企业未配置混合云，则设置专网会议相关接口调用失败。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authorized_users 企业成员对象数组 企业下具有发起会议权限的成员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企业成员 ID。

user_name String 成员名称。

phone String 手机号码。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meeting/authorized-users?operator_userid=meeting4529091&page=1&page_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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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5,

    "total_page": 3,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2,

    "authorized_users": [{

        "userid": "meeting4529091",

        "user_name": "austin",

        "phone": "18627092823"

    }, {

        "userid": "meeting4529099",

        "user_name": "tester1",

        "phone": "180452187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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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企业用户发起会议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6:36:4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企业版且当前企业发起会议权限为部分用户可发起会议时，可批量移除企业下用户可发起会议的权限。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meeting/authorized-users/remov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

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userid_list 是 String 数组 企业成员 userid 数组，必须为企业下的注册用户。

media_set_typ
e

否 Integer

会议类型，仅提供给支持混合云的企业，默认值为0。

0：公网会议
1：专网会议
注意：若用户所属企业未配置混合云，则设置专网会议相关接口调用失败。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meeting/authorized-users/remove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29091",

  "userid_list" : ["meeting4529091","meeting4529092"]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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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5:17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员对象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企业版或教育版时，可为企业下具有发起会议权限的成员预留虚拟会议室。若企业成员未预留过虚拟会议室，则为成员预留虚拟会议室；

若企业成员预留过虚拟会议室，则可调整用户虚拟会议室信息，覆盖已有的虚拟会议室信息。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reserve-virtual-meeting-room/authorized-user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meeting_room_us
ers

是 成员对象数组 成员对象列表，必须为企业下的注册用户。

resource_type 否 Integer

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默认值为企业当前最小可分配资源类型，为保证资源分配准确，
推荐填写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
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有：50、100、300、500、1000、2000，依赖所购买资源的
情况。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成员 ID。

meeting_room_n
um

是 Integer 为成员预留的虚拟会议室数量。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reserve-virtual-meeting-room/authorized-users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2xxxx",

  "resource_type": 300,  

  "meeting_room_users": [

      {

      "userid": "meeting452xxxx",

      "meeting_room_num": 1

    },

    {

      "userid": "meeting452xxxx",

      "meeting_room_num": 2

    },

    {

      "userid": "meeting452xxx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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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_room_num": 3

    }

  ]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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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5:34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虚拟会议室资源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企业版或教育版时，可查询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成员列表，支持根据用户ID或用户名搜索。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reserve-virtual-meeting-room/authorized-users?operator_userid={operator_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

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注册用户。

user_name 否 String 用户姓名，必须为企业下注册用户。

page 否 Integer 当前页，从1开始，默认为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为20，不超过2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meeting_room_info_lis
t

虚拟会议室对象数组 企业下虚拟会议室资源列表。

meeting_room_users 成员对象数组
成员对象列表。
由于虚拟会议室资源的类型不同，可能会出现同一个企业成员 ID 对应多个虚拟会议室资
源的情况。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oom_total Integer 企业已购买的虚拟会议室总数。

meeting_room_reserve
d

Integer 已为用户分配的虚拟会议室个数。

meeting_room_users_
count

Integer 虚拟会议室已分配的用户数。

meeting_room_left Integer 虚拟会议室剩余的个数。

resource_type Integer 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默认值为企业当前最小可分配资源类型，为保证资源分配准确，推
荐填写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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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对象

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有：50、100、300、500、1000、2000，依赖所购买资源的情
况。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企业成员 ID。

user_name String 成员名称。

meeting_room_count Integer 预留的虚拟会议室个数。

meeting_room_status Integer

虚拟会议室状态：

1. 可发起会议

2. 不可发起会议

resource_type Integer

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默认值为企业当前最小可分配资源类型，为保证资源分配准确，推
荐填写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
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有：50、100、300、500、1000、2000，依赖所购买资源的情

况。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reserve-virtual-meeting-room/authorized-users?operator_userid=meeting452xxxx&p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3,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3,

    "meeting_room_info_list": [

    {

      "meeting_room_total": 10,

      "meeting_room_reserved": 6,

      "meeting_room_users_count": 3,

      "resource_type": 300,

      "meeting_room_left": 4

    }

    ],

    "meeting_room_users": [

    {

      "userid": "meeting452xxxx",

      "user_name": "austin",

      "meeting_room_count": 1,

      "resource_type": 300,

      "meeting_room_status": 1

    }, 

    {

      "userid": "meeting452xxxx",

      "user_name": "tester1",

      "meeting_room_count": 2,

      "resource_type": 300,

      "meeting_room_status": 1

    }, 

    {

      "userid": "meeting452xxxx",

      "user_name": "tes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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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_room_count": 3,

      "resource_type": 300,

      "meeting_room_status":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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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5:4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企业版或教育版时，可批量移除企业下具有发起会议权限用户已预留的虚拟会议室。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reserve-virtual-meeting-room/authorized-users/remov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
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userid_list 是 String 数组 企业成员 ID 数组，必须为企业下的注册用户。

resource_type 否 Integer

移除的虚拟会议室资源类型。不传入该值，会移除指定用户下的所有预留虚拟会议室资

源；若传入该值，只会移除指定的会议室资源。
例如：传入 300，则会移除该用户已预留的 300 方虚拟会议室，对该用户名下预留的 
500 方会议室无影响。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reserve-virtual-meeting-room/authorized-users/remove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2xxxx",

  "resource_type": 300,  

  "userid_list" : ["meeting452xxxx","meeting452xxxx"]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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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企业成员可发起大型会议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6:07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员对象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商业版或企业版时，可为企业下具有发起会议权限的成员设置发起大型会议的权限。若企业成员未配置过大型会议权限，则为成员设置可

发起大型会议权限；若企业成员配置过大型会议权限，则调整用户大型会议权限，覆盖已有的权限信息。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注意

该接口不再维护，使用 设置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  接口即可预留大型会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large-meeting/authorized-user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large_meeting_user

s
是 成员对象数组 成员对象列表，必须为企业下的注册用户。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成员 ID。

large_meeting_type 是 Integer
大型会议类型：500：500人大型会议、1000：1000人大型会议、2000：2000
人大型会议。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large-meeting/authorized-users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29091",

  "large_meeting_users": [

      {

      "userid": "meeting4529091",

      "large_meeting_type": 500

    },

    {

      "userid": "meeting4529099",

      "large_meeting_type": 1000

    },

    {

      "userid": "meeting4529100",

      "large_meeting_type": 20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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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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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企业下可发起大型会议成员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6:23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企业大型会议资源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商业版或企业版时，可查询企业下可发起大型会议的成员名单，支持根据用户 ID 或用户名搜索。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注意

该接口不再维护，使用 查询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成员列表  接口即可查询。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large-meeting/authorized-users?operator_userid={operator_userid}&pag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
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的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 ID，必须为企业下注册用户。

user_name 否 String 用户姓名，必须为企业下注册用户。

page 否 Integer 当前页，从1开始，默认为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为20，不超过2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large_meeting_info_li

st
企业大型会议资源对象数组 企业大型会议资源列表。

large_meeting_users 成员对象数组 成员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rge_meeting_type Integer

大型会议类型：
500：500人大型会议
1000：1000人大型会议

2000：2000人大型会议

large_meeting_total Integer 企业大型会议总个数。

large_meeting_left Integer 企业下剩余的大型会议个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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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对象

个人大型会议信息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企业成员 ID。

user_name String 成员名称。

authorized_meeting_l
ist

Array 个人大型会议信息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rge_meeting_type Integer

大型会议类型：

500：500人大型会议
1000：1000人大型会议
2000：2000人大型会议

large_meeting_status Integer
1：可发起会议
2：不可发起会议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large-meeting/authorized-users

?operator_userid=meeting4529091&page=1&page_size=20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3,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3,

    "large_meeting_info_list": [{

        "large_meeting_type": 1000,

        "large_meeting_total": 10,

        "large_meeting_left": 9

    }, {

        "large_meeting_type": 2000,

        "large_meeting_total": 10,

        "large_meeting_left": 9

    }, {

        "large_meeting_type": 500,

        "large_meeting_total": 10,

        "large_meeting_left": 9

    }],

    "large_meeting_users": [{

        "userid": "meeting4529091",

        "user_name": "austin",

        "authorized_meeting_list": [{

            "large_meeting_type": 500,

            "large_meeting_status": 1

        }]

    }, {

        "userid": "meeting4529099",

        "user_name": "tester1",

        "authorized_meeting_list": [{

            "large_meeting_type":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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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_meeting_status": 1

        }]

    }, {

        "userid": "meeting4529100",

        "user_name": "tester-2",

        "authorized_meeting_list": [{

            "large_meeting_type": 2000,

            "large_meeting_status":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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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企业用户发起大型会议的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6:40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用户对象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当账户类型为商业版或企业版时，当用户具有发起会议权限时，可批量移除企业成员发起大型会议的权限。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注意

该接口不再维护，使用 移除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  接口即可移除。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large-meeting/authorized-users/remov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d 是 String 操作者用户的 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操作资源权限的注册用户。

large_meeting_use
rs

是 成员对象数组 成员对象列表，必须为企业下的注册用户。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

large_meeting_type 是 Integer

大型会议类型：

500：500人大型会议
1000：1000人大型会议
2000：2000人大型会议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source/book-large-meeting/authorized-users/remove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29091",

  "large_meeting_users": [

      {

      "userid": "meeting4529091",

      "large_meeting_type": 500

    },

    {

      "userid": "meeting4529099",

      "large_meeting_type": 1000

    },

    {

      "userid": "meeting45291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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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_meeting_type": 2000

    }

  ]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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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布局和背景管理

查询账户布局模板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3:5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额外请求参数。

布局模板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企业下所有的布局模板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layout-templates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_num
ber

Integer 布局模板数量。

layout_template_list 布局模板对象数组 布局模板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_id String 布局模板 ID。

thumbnail_url String 缩略图 URL。

picture_url String
布局图 URL（布局图中包含宫格 ID，该 ID 用于确定布局宫格和用户座次的映射关系，设

置和修改会议布局时需要当做入参传递）。

render_rule String 渲染规则（提供用户个人渲染布局图片的规则说明）。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layout-templates

输出示例

{

    "layout_template_number":1,

    "layout_templat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1",

            "thumbnail_url":"https://xxxxxx.cos.myqcloud.com/1.png",

            "picture_url":"https://xxxxxx.cos.myqcloud.com/1-num.png",

            "render_rule":"{\"layout_width\":960,\"layout_height\":540,\"layout_items\":[{\"seat_id\":1,\"stream_size\":1,\"pos\":{\"left\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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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会议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09: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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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布局对象

布局单页对象

用户座次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对成功预定的会议添加会议布局，支持多个布局的添加，每个布局支持多页模板，默认选中第一页模板作为该布局的首页进行展示。

用户座次设置区分会前和会中两种方式：会前只允许设置邀请者成员，会中只允许设置参会成员。

一场会议最多添加10个布局，添加成功返回新增的会议布局信息。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 meeting_id /layouts{ }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default_layout_or

der
否 Integer

布局列表中会议需要应用的布局序号，从1开始计数（首次添加时若该参数不送，则默

认选中第一个布局作为会议应用的布局）。

layout_list 是 布局对象数组 布局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list 是 布局单页对象数组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_i
d

是 String 布局模板 ID。

user_seat_list 否 用户座次对象数组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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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对象

布局单页对象

布局单页对象与输入参数完全相同。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grid_id 是 String 宫格 ID。

grid_type 是 Integer

注意：多次传入同一宫格 ID 的对象，仅第一次出现的对象生效。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uuid、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
示；若会中参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uuid；如果 userid、uuid 同
时传递则以 uuid 为准）。

2：共享画面。
3：拓展应用（目前一页仅可添加一个应用）。
添加的应用需满足以下条件：

与会议绑定。

开启网页服务。

同企业下的仅企业内可见应用或外部企业可见应用。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 ID。

uuid 否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username 否 String 用户昵称。

ms_open_id 否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

tool_sdkid 否 String 拓展应用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number Integer 布局数量。

selected_layout_id String 会议应用的布局 ID。

layout_list 布局对象数组 布局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id String 布局 ID。

page_list 布局单页对象数组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layouts

{

    "userid":"creator1",

    "instanceid":1,

    "layout_list":[

        {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1",

                    "user_seat_list":[

                        {

                            "grid_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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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d_type":1,

                            "userid":"invitee1",

                            "username":"joker",

                            "ms_open_id": "68+lhnxxxxxxxxxxxxxxxxhqQC7o4kFb3xxxxxxxxxxxxh+tJ3+j2xkYT1"

                        }

                    ]

                }

            ]

        }

    ]

}

输出示例

{

    "layout_number":1,

    "selected_layout_id":"03acdd90-b0b2-41dd-8484-648f3d284070",

    "layout_list":[

        {

            "layout_id":"03acdd90-b0b2-41dd-8484-648f3d284070",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1",

                    "user_seat_list":[

                        {

                            "grid_id":"10",

                            "grid_type":1,

                            "userid":"invitee1",

                            "username":"joker",

                            "ms_open_id": "68+lhnxxxxxxxxxxxxxxxxhqQC7o4kFb3xxxxxxxxxxxxh+tJ3+j2xkYT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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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会议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09:59:2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布局单页对象

用户座次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根据布局 ID 对设置好的会议布局进行修改。

用户座次设置区分会前和会中两种方式：会前只允许设置邀请者成员，会中只允许设置参会成员。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layouts/{layout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layout_id 是 String 布局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page_list 是 布局单页对象数组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enable_set_defa
ult

否 Boolean 是否设置为会议应用的布局，默认不设置。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

_id
是 String 布局模板 ID。

user_seat_list 否 用户座次对象数组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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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grid_id 是 String 宫格 ID。

grid_type 是 Integer

注意：多次传入同一宫格 ID 的对象，仅第一次出现的对象生效。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uuid、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示；
若会中参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uuid；如果 userid、uuid 同时传递
则以 uuid 为准）。
2：共享画面。
3：拓展应用（目前一页仅可添加一个应用）。

添加的应用需满足以下条件：
与会议绑定。

开启网页服务。 

同企业下的仅企业内可见应用或外部企业可见应用。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 ID。

uuid 否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username 否 String 用户昵称。

ms_open_id 否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

tool_sdkid 否 String 拓展应用 ID。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layouts/03acdd90-b0b2-41dd-8484-648f3d284070

{

    "userid":"creator1",

    "instanceid":1,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1",

            "user_seat_list":[

                {

                    "grid_id":"10",

                    "grid_type":1,

                    "userid":"invitee1",

                    "username":"joker",

                    "ms_open_id": "68+lhnxxxxxxxxxxxxxxxxhqQC7o4kFb3xxxxxxxxxxxxh+tJ3+j2xkYT1"

                },

                {

                    "grid_id":"1",

                    "grid_type":1,

                    "userid":"invitee2",

                    "username":"batman",

                    "ms_open_id": "68+lhnxxxxxxxxxxxxxxxx3B7r9o3h7f2xxxxxxxxxxxxl+tH2+l3wDQR3"

                }

            ]

        }

    ]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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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会议默认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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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1:30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对成功预定的会议设置默认布局，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default-layou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elected_layou
t_id

是 String 会议应用的布局 ID（若送空""，表示恢复成会议自带的默认原始布局）。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default-layouts

{

    "userid":"creator1",

    "instanceid":1,

    "selected_layout_id":"03acdd90-b0b2-41dd-8484-648f3d284070"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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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会议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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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布局 ID 删除单个会议布局。正在被会议应用的布局无法删除，请先设置成其他布局或恢复成会议自带的默认原始布局后再行删除。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layouts/{layout_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layout_id 是 String 布局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5434747088712431484/layouts/c9b3dc7e-c1de-489f-a1c2-e51f8787f4e2?userid=creat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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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删除会议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1:4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布局 ID 删除多个会议布局。正在被会议应用的布局无法删除，请先设置成其他布局或恢复成会议自带的默认原始布局后再行删除。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delete-layou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layout_id_list 是 String数组 布局 ID 列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5434747088712431484/delete-layouts

{

    "userid":"creator1",

    "instanceid":1,

    "layout_id_list":[

        "2b359280-31ae-41c9-8670-1268a0878634",

        "950b1637-6fa2-4e90-83e7-2fe2f4dae485"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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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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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布局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09:59:15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布局对象

布局单页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 ID 返回会议布局列表信息，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layouts?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number Integer 布局数量。

selected_layout_id String 会议应用的布局 ID。

layout_list 布局对象数组 布局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layout_id String 布局 ID。

page_list 布局单页对象数组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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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座次对象

layout_template_id String 布局模板 ID。

user_seat_list 用户座次对象数组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grid_id String 宫格 ID。

grid_type Integer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uuid、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示；
若会中参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uuid；如果 userid、uuid 同时传递
则以 uuid 为准）。
2：共享画面。

3：拓展应用（目前一页仅可添加一个应用）

userid String 用户 ID。

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ms_open_id String 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

tool_sdkid String 拓展应用 ID。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layouts?userid=creator1&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layout_number":1,

    "selected_layout_id":"03acdd90-b0b2-41dd-8484-648f3d284070",

    "layout_list":[

        {

            "layout_id":"03acdd90-b0b2-41dd-8484-648f3d284070",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1",

                    "user_seat_list":[

                        {

                            "grid_id":"10",

                            "grid_type":1,

                            "userid":"invitee1",

                            "uuid":"WM4Fxxxxxxxxxx3JiK",

                            "username":"joker",

                            "ms_open_id": "68+lhnxxxxxxxxxxxxxxxxhqQC7o4kFb3xxxxxxxxxxxxh+tJ3+j2xkYT1"

                        },

                        {

                            "grid_id":"1",

                            "grid_type":1,

                            "userid":"invitee2",

                            "uuid":"BL76xxxxxxxxxxFn11",

                            "username":"batman",

                            "ms_open_id": "68+lhnxxxxxxxxxxxxxxxx3B7r9o3h7f2xxxxxxxxxxxxl+tH2+l3wDQR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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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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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会议背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8 14:33:2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图片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

对成功预定的会议添加会议背景，支持多个背景图片的添加。一场会议最多添加7个背景，且仅支持不超过10MB大小的 PNG 格式图片，分辨率最小为

1920*1080。添加成功返回新增的会议背景信息。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背景图片上传方式为异步上传，您可以通过订阅 素材上传结果  获得上传结果通知。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background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default_image_
order

否 Integer 图片列表中会议需要使用的背景图片序号，从1开始计数。

image_list 是 图片对象数组 图片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mage_md5 是 String 背景图片 MD5（图片内容 MD5 的十六进制表示）。

image_url 是 String 背景图片 URL。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background_number Integer 背景数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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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对象

selected_background
_id

String 会议应用的背景 ID。

background_list 背景对象数组 背景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background_id String 背景 ID。

image_md5 String 背景图片 MD5（图片内容 MD5 的十六进制表示）。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backgrounds

{

    "userid":"creator1",

    "instanceid":1,

    "default_image_order":2,

    "image_list":[

        {

            "image_md5":"c8c7xxxxxxxxxxxxxxxxxxxxxxxx8a2e",

            "image_url":"https://xxxxxx.cos.myqcloud.com/flower.png"

        },

        {

            "image_url":"https://xxxxxx.cos.myqcloud.com/cat.png",

            "image_md5":"c3daxxxxxxxxxxxxxxxxxxxxxxxx62a4"

        }

    ]

}

输出示例

{

    "background_number":2,

    "selected_background_id":"f1f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2d59",

    "background_list":[

        {

            "background_id":"ca4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6e93",

            "image_md5":"c8c7xxxxxxxxxxxxxxxxxxxxxxxx8a2e"

        },

        {

            "background_id":"f1f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2d59",

            "image_md5":"c3daxxxxxxxxxxxxxxxxxxxxxxxx62a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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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会议默认背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1:5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对成功预定的会议设置默认背景，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default-background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selected_back

ground_id
是 String 会议应用的背景 ID（若送空""，则表示恢复成会议默认的黑色背景）。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default-backgrounds

{

    "userid":"creator1",

    "instanceid":1,

    "selected_background_id":"ca4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6e93"

}

输出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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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会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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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2:03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背景 ID 删除单个会议背景。正在被会议应用的背景无法删除，请先设置成其他背景或恢复成会议的默认黑色背景后再行删除。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backgrounds/{background_id}?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background_id 是 String 背景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backgrounds/f1f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2d59?userid=crea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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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删除会议背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2:0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无输出参数，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背景 ID 删除多个会议背景。正在被会议应用的背景无法删除，请先设置成其他背景或恢复成会议的默认黑色背景后再行删除。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delete-background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background_id
_list

是 String 数组 背景 ID 列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5434747088712431484/delete-backgrounds

{

    "userid":"creator1",

    "instanceid":1,

    "background_id_list":[

        "d382xxxxxxxxxxxxxxxxxxxxxxxxc14a",

        "476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6D93"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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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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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背景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2:15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背景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会议 ID 返回会议背景列表信息，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backgrounds?userid={userid}&instanceid={instance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 ID。

instanceid 是 Integer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background_number Integer 背景数量。

selected_background
_id

String 会议应用的背景 ID。

background_list 背景对象数组 背景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background_id String 背景 ID。

image_md5 String 背景图片 MD5（图片内容 MD5 的十六进制表示）。

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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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6524541286408448530/backgrounds?userid=creator1&instanceid=1

输出示例

{

    "background_number":1,

    "selected_background_id":"f1f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2d59",

    "background_list":[

        {

            "background_id":"f1fexxxxxxxxxxxxxxxxxxxxxxxx2d59",

            "image_md5":"c3daxxxxxxxxxxxxxxxxxxxxxxxx62a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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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布局

添加自定义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2:23

布局对象列表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接口描述

描述：

对当前会议添加高级自定义布局，支持批量添加。

用户座次设置需设置参会成员。

单个会议最多允许添加20个布局。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目前仅会应用于 H.323/SIP 终端。

调用方式： 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advanced-layou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人 ID。

operator_id_ty
pe 

Integer 必须

操作人 ID 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layout_list Object [] 必须 布局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name String 非必须 布局名称。

page_list Object [] 必须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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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宫格用户列表

布局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

_id
String 必须 布局模板 ID。

enable_polling Boolean 非必须 开启或关闭轮询，默认关闭。

polling_setting Object 非必须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user_seat_list Object [] 必须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ing_interval_uni
t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 
轮询间隔时间类型： 
1：秒 
2：分钟

polling_interval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 轮询间隔时长，允许取值范围1～999999。

ignore_user_novid
eo

Boolean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没开启视频成员。

ignore_user_absen
ce

String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未入会成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grid_id String 必须 宫格 ID。

grid_type Integer 必须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
2：共享画面

video_type Integer 非必须

视频画面来源： 
1：演讲者 
2：自动填充 

3：指定人员
根据 user_list 的定义显示视频内容（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ms_open_id、
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示；若会中参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ms_open_id；如果 userid、ms_open_id 同时传递则以 ms_open_id 为准）。

user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宫格中的用户列表：轮询关闭，只有一个用户：轮询开启后，可以包含多个用户。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 ID。

ms_open_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当前会议临时身份 ID，单场会议唯一。

username String 非必须 用户昵称，base64 编码。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list object [] 必须 布局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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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宫格用户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id String 必须 布局 ID。

layout_name String 非必须 布局名称。

page_list Object [] 必须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
_id

String 必须 布局模板 ID。

enable_polling Boolean 非必须 开启或关闭轮询，默认关闭。

polling_setting Object 非必须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user_seat_list Object [] 必须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ing_interval_u
nit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 
轮询间隔时间类型： 
1：秒 

2：分钟

polling_interval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 轮询间隔时长，允许取值范围1～999999。

ignore_user_novi

deo
Boolean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没开启视频成员。

ignore_user_abse

nce
String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未入会成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grid_id String 必须 宫格 ID。

grid_type Integer 必须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 
2：共享画面

video_type Integer 非必须

视频画面来源： 
1：演讲者 

2：自动填充 
3：指定人员
根据 user_list 的定义显示视频内容（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ms_open_id、
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示；若会中参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ms_open_id；如果 userid、ms_open_id 同时传递则以 ms_open_id 为准）。

user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宫格中的用户列表：轮询关闭，只有一个用户：轮询开启后，可以包含多个用户。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 ID。

ms_open_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当前会议临时身份 ID，单场会议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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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String 非必须 用户昵称，base64 编码。

示例

输入示例

{

    "operator_id": "test_restapi_user_937",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id": 7,

    "layout_list": [{

        "layout_name": "testmictest",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 "3",

            "enable_polling": true,

            "polling_setting": {

                "polling_interval_unit": 1,

                "polling_interval": 10,

                "ignore_user_novideo": false,

                "ignore_user_absence": false

            },

            "user_seat_list": [{

                "grid_id": "1",

                "grid_type": 1,

                "video_type": 3,

                "user_list": [{

                    "userid": "test_restapi_user_938",

                    "username": "test_restapi_user_938"

                }]

            }]

        }]

    }]

}

输出示例

{

    "layout_list": [{

        "layout_id": "04bcd40d-xxxx-xxxx-xxxx-424716cd5f50",

        "layout_name": "testmictest",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 "3",

            "enable_polling": true,

            "polling_setting": {

                "polling_interval": 10,

                "polling_interval_unit": 1,

                "ignore_user_absence": false,

                "ignore_user_novideo": false

            },

            "user_seat_list": [{

                "grid_id": "1",

                "grid_type": 1,

                "video_type": 3,

                "user_list": [{

                    "userid": "test_restapi_user_938",

                    "username": "test_restapi_user_93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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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布局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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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布局对象列表

接口描述

描述：

根据会议 ID 返回会议的布局定义信息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目前仅会应用于 H.323/SIP 终端。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advanced-layou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是 会议 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是 操作人 ID，该字段需 URLEncode。

operator_id_ty
pe

Integer 是
操作人 ID 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selected_layou
t_id

String 非必须 会议应用的布局 ID。

layout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布局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id String 必须 布局 ID。

layout_name String 非必须 布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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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宫格用户列表

layout_type Integer 必须 布局类型： 
1：基础自定义会议布局 
2：高级自定义会议布局

page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

e_id
String 必须 布局模板 ID。

enable_polling Boolean 必须 开启或关闭轮询，默认关闭。

polling_setting Object 非必须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user_seat_list Object [] 非必须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ing_interval_un
it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

轮询间隔时间类型： 
1：秒 
2：分钟

polling_interval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轮询间隔时长，允许取值范围1～999999。

ignore_user_novid
eo

Boolean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没开启视频成员。

ignore_user_absen
ce

String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未入会成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grid_id String 必须 宫格 ID。

grid_type Integer 必须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 
2：共享画面

video_type Integer 非必须 

视频画面来源：
1：演讲者 
2：自动填充 
3：指定人员

根据 user_list 的定义显示视频内容（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ms_open_id、
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示；若会中参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ms_open_id；如果 userid、ms_open_id 同时传递则以 ms_open_id 为准）

user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宫格中的用户列表：
轮询关闭，只有一个用户。

轮询开启后，可以包含多个用户。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 ID。

ms_open_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当前会议临时身份 ID，单场会议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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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String 非必须 用户昵称，base64 编码。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3748123623500870961/advanced-layouts?operator_id=test_restapi_user_937&operato

输出示例

{

    "selected_layout_id": "",

    "layout_list": [{

        "layout_id": "04bcd40d-0c22-4527-a9e9-424716cd5f50",

        "layout_name": "testmictest",

        "layout_type": 2,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 "3",

            "enable_polling": true,

            "polling_setting": {

                "polling_interval": 10,

                "polling_interval_unit": 1,

                "ignore_user_absence": false,

                "ignore_user_novideo": false

            },

            "user_seat_list": [{

                "grid_id": "1",

                "grid_type": 1,

                "video_type": 3,

                "user_list": [{

                    "userid": "test_restapi_user_938",

                    "ms_open_id": "FL0TEoGDXWHiVLaNz7PWE2jfR/3eVXwaeOyteX1xuKmJoKQLqTHohwwNXSTwfPDhBEssx8nhLWJ3WJzsM

                    "username": "test_restapi_user_93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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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用户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2:38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描述：

根据会议 ID 和用户 ID 返回用户的布局设置信息。

布局优先级：用户个性布局 > 会议自定义布局（高级布局、基础布局）> 会议默认布局。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目前仅会应用于 H.323/SIP 终端。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applying-layou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是 会议 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是 操作人 ID，该字段需 URLEncode。

operator_id_ty

pe
Integer 是

操作人 ID 类型。
1：UserID
4：MsOpenID

instanceid Integer 是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_ms_open
_id

String 是 被操作用户临时身份 ID，该字段需 UrlEncode。

user_instance_

id
Integer 是 被操作用户设备类型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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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宫格用户列表

selected_layou
t_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当前应用的布局 ID。

layout_name String 非必须 布局名称。

layout_type Integer 必须

布局类型： 
0：默认布局。
1：基础自定义会议布局。
2：高级自定义会议布局。

3：个性布局。

page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
_id

String 必须 布局模板 ID。

enable_polling Boolean 必须 开启或关闭轮询，默认关闭。

polling_setting Object 非必须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user_seat_list Object [] 非必须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ing_interval_uni
t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
轮询间隔时间类型： 
1：秒 

2：分钟

polling_interval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轮询间隔时长，允许取值范围1～999999。

ignore_user_novid

eo
Boolean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没开启视频成员。

ignore_user_absen
ce

String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未入会成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grid_id String 必须 宫格 ID。

grid_type Integer 必须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 
2：共享画面

video_type Integer 非必须 

视频画面来源：

1：演讲者 
2：自动填充 
3：指定人员
根据 user_list 的定义显示视频内容（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ms_open_id、
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示；若会中参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ms_open_id；如果 userid、ms_open_id 同时传递则以 ms_open_id 为准）

user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宫格中的用户列表：
轮询关闭，只有一个用户。
轮询开启后，可以包含多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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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 ID。

ms_open_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当前会议临时身份 ID，单场会议唯一。

username String 非必须 用户昵称，base64 编码。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177499xxxxxx843809/applying-layout?operator_id=test_restapi_user_401&operator_id_t

输出示例

{

    "selected_layout_id": "227xxxx-xxxx-xxxx-xxxx-xxxx8a7d9b3",

    "layout_name": "testmictest",

    "layout_type": 2,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 "3",

        "enable_polling": false,

        "user_seat_list": [{

            "grid_id": "1",

            "grid_type": 2,

            "user_list": [{

                "username": "5YWx5LqrxxxxZ2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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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删除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09:42:42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描述：

根据布局 ID 批量删除布局。

正在被应用的布局无法删除，请先设置成其他布局或恢复成默认原始布局后再行删除。

接口不做布局是否存在的校验，删除不存在的布局不会有提示。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目前仅会应用于 H.323/SIP 终端。

调用方式： 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delete-advanced-layou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必须 会议 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人 ID。

operator_id_ty
pe

Integer 必须

操作人 ID 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layout_id_list String [] 必须
布局 ID 列表，要删除的一个或多个布局 ID（最多支持20个）。当前正在应用的布局不能
被删除。

示例

输入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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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_id": "test_restapi_user_597",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id": 3,

    "layout_id_list": ["7d7bxxxx-xxxx-xxxx-xxxx-xxxx9db360dd"]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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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单个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2:50

请求参数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对会议中的布局进行修改，注意修改的是布局定义。

若修改的会议布局正被会议使用，新布局会自动应用到会议。

若修改的会议布局正在被用户使用，新布局不会自动应用到用户。

接口仅支持全量更新，不支持部分字段单独更新。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目前仅会应用于 H.323/SIP 终端。

调用方式： 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advanced-layouts/{layout_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示例 备注

meeting_id 1205455724644967815 会议 ID。

layout_id
b173494b-1f2c-414b-be1a-
d4a0f921196f

要修改的布局 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人 ID。

operator_id_type Integer 必须
操作人 ID 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layout_name String 非必须 布局名称。

page_list Object [] 必须 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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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单页对象列表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宫格用户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layout_template_id String 必须 布局模板 ID。

enable_polling Boolean 必须 开启或关闭轮询，默认关闭。

polling_setting Object 非必须 轮询参数设置对象。

user_seat_list Object [] 非必须 用户座次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polling_interval_uni
t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轮询间隔时间类型：
1：秒 
2：分钟

polling_interval Integer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

轮询间隔时长，允许取值范围1～999999。

ignore_user_novid

eo
Boolean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没开启视频成员。

ignore_user_absen
ce

String 必须 轮询开启后设置参数，设置是否忽略未入会成员。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grid_id String 必须 宫格 ID。

grid_type Integer 必须
宫格类型： 
1：视频画面 
2：共享画面

video_type Integer 非必须 

视频画面来源：
1：演讲者

2：自动填充 
3：指定人员
根据 user_list 的定义显示视频内容（此类型需传递 userid 或 
ms_open_id、username 入参，作为视频画面展示；若会中参

会成员有外部企业用户，需传递该用户的 ms_open_id；如果 
userid、ms_open_id 同时传递则以 ms_open_id 为准）

user_list Object [] 非必须 
宫格中的用户列表：
轮询关闭，只有一个用户。
轮询开启后，可以包含多个用户。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 ID，userid 与 ms_open_id 至少传一个。

ms_open_id String 非必须 
用户当前会议临时身份 ID，单场会议唯一。userid 与 

ms_open_id 至少传一个。

username String 非必须 用户昵称，base64 编码。

示例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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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_id": "test_restapi_user_597",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id": 2,

    "page_list": [{

        "layout_template_id": "3",

        "enable_polling": true,

        "polling_setting": {

            "polling_interval_unit": 1,

            "polling_interval": 10,

            "ignore_user_novideo": true,

            "ignore_user_absence": false

        },

        "user_seat_list": [{

            "grid_id": "1",

            "grid_type": 1,

            "video_type": 3,

            "user_list": [{

                "userid": "test_restapi_user_598",

                "username": "test_restapi_user_598"

            }, {

                "userid": "test_restapi_user_599",

                "username": "test_restapi_user_599"

            }]

        }]

    }]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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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布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2:52:55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描述：

将会议中的高级自定义布局应用到指定成员或者整个会议。

恢复指定成员或整个会议的默认布局。

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目前仅会应用于 H.323/SIP 终端。

调用方式： 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s/{meeting_id}/applying-layout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示例 备注

meeting_id 1205455724644967815 会议 ID。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operator_id String 必须 操作人 ID。

operator_id_type Integer 必须
操作人 ID 类型。
1：userid
4：ms_open_id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0：PSTN
1：PC

2：Mac
3：Android
4：iOS
5：Web

6：iPad
7：Android Pad
8：小程序
9：voip、sip 设备

10：Linux
20：Rooms for Touch Windows
21：Rooms for Touch MacOS
22：Rooms for Touch Android
30：Controller for Touch Windows

32：Controller for Touch Android
33：Controller for Touch iOS

user_list Object [] 非必须 
用户列表对象数组。如果该字段为空，为会议设置高级自定义布
局；如果该字段携带用户，则只为指定用户设置个性布局。单次最
多支持20个用户。

layout_id String 非必须 选择应用的布局 ID（若送空""，表示恢复成当前会议的默认布
局）。            

说明：应用布局的优先级从高到低为： 
个性布局

自定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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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列表对象数组

默认布局（MRA 不支持同框模式， 如果会议设置为同框模

式，MRA 应用默认布局。）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须      参数描述   

ms_open_id String 必须 被操作者用户当前会议中的临时身份 ID，单场会议唯一。

instanceid Integer 必须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9：voip、sip 设备（H.323/SIP 设备） 
说明：请与被操作者的设备类型保持一致，否则不生效。

示例

输入示例

{

    "operator_id": "test_restapi_user_401",

    "operator_id_type": 1,

    "instanceid": 1,

    "layout_id": "531axxxx-xxxx-xxxx-xxxx-xxxx2d8d3ebb"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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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
创建部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4:36:0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输出以下字段，失败则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创建企业部门，仅企业下具有部门编辑权限的用户可创建部门。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接口调用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部门编辑权限的用户。

department_name 是 String 部门名称，至少1个字符，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parent_department
_id

否 String 上级部门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epartment_full_name String 部门全称。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is_main_department Boolean 是否是主部门。

parent_department_id String 上级部门 ID。

user_count Integer 部门人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v1/departments

{

  "userid": "meeting4548079",

  "department_name": "test-子部门-03",

  "parent_department_id": "e3ce0856**************e921fc2c2"

}

输出示例

{

    "department_id": "a45edc9****************54c9eb5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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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ent_name": "test-子部门-03",

    "department_full_name": "test-主部门-01/test-子部门-03",

    "is_main_department": false,

    "user_count": 0,

    "parent_department_id": "1519****************d9da464bf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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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部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4:36:10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输出以下字段，失败则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更新企业部门信息，仅企业下具有部门编辑权限的用户可更新部门。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department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接口调用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部门编辑权限的用户。

parent_department

_id
是 String 上级部 ID，若需要将部门变更为主部门，此字段传0。

department_name 是 String 部门名称，至少1个字符，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epartment_full_name String 部门全称。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is_main_department Boolean 是否是主部门。

parent_department_id String 上级部门 ID。

user_count Integer 部门人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e3ce08********1f05db4de921fc2c2d

{

  "userid": "meeting4548079",

  "department_name": "test-子部门-03",

  "parent_department_id": "e3ce08****************e921fc2c2"

}

输出示例

{

    "department_id": "a45edc92c****************c9eb537",

    "department_name": "test-子部门-03",

    "department_full_name": "test-主部门-01/test-子部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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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_main_department": false,

    "user_count": 0,

    "parent_department_id": "1519****************d9da464bf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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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部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5:23:4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输出空消息体，失败则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部门 ID 批量删除企业部门，仅企业下具有部门编辑权限的用户可删除部门，部门下存在子部门或部门下有成员则不可删除。不支持 OAuth2.0 鉴

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remov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接口调用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部门编辑权限的用户。

department_list 是 String数组 部门 ID 数组。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remove

{

  "userid": "meeting4548079",

  "department_list": ["e3ce08567893251f05db4de921fc2c2"]

}

输出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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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部门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5:23:1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输出以下字段，失败则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根据部门 ID 查询企业部门信息，仅企业下具有部门查询权限的用户可查询部门详情。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departmentId}?userid={userid}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接口调用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部门查询权限的用户。

department_id 是 String 部门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epartment_full_name String 部门全称。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is_main_department Boolean 是否是主部门。

parent_department_id String 上级部门 ID。

user_count Integer 部门人数（不支持递归查询子部门人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e3ce08567******f05db4de921fc2c2d?userid=meeting4548079

输出示例

{

    "department_id": "a45edc92********b39e89254c9eb537",

    "department_name": "test-子部门-03",

    "department_full_name": "test-主部门-01/test-子部门-03",

    "is_main_department": false,

    "user_count": 0,

    "parent_department_id": "1519a9a********c1f4dd9da464bf856"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704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37 共739页

查询部门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5:19:39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输出以下字段，失败则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部门对象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企业部门列表，仅企业下具有部门查询权限的用户可查询部门列表。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userid={userid}&department_id={department_id}&page={page}&page_size={p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接口调用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部门查询权限的用户。

department_id 否 String
部门 ID（不传时输出全部部门列表，为0时输出全部主部门列表，
其他情况返回该部门下子部门列表）。

page 否 Integer 分页，默认为1，最小值为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为20，取值范围[1,2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department_list 部门对象数组 部门对象列表。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department_full_name String 部门全称。

is_main_department Boolean 是否是主部门。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userid=meeting4548079&page=1&page_siz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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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4,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4,

    "department_list": [{

        "department_id": "e99f0********65361e1c78c7e08465b",

        "department_name": "test-子部门-02",

        "department_full_name": "test-主部门-01/test-子部门-02",

        "is_main_department": false

    }, {

        "department_id": "b3295fd11********843532c689536",

        "department_name": "test-子部门-01",

        "department_full_name": "test-主部门-01/test-子部门-01",

        "is_main_department": false

    }, {

        "department_id": "07f4c15b6616**********966815d251",

        "department_name": "test-主部门-02",

        "department_full_name": "test-主部门-02",

        "is_main_department": true

    }, {

        "department_id": "1519a9a1a985e**********a464bf856",

        "department_name": "test-主部门-01",

        "department_full_name": "test-主部门-01",

        "is_main_department":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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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级接口

获取账户级已结束会议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5:3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说明

账户级接口属于仅账户管理员可以使用的接口，是重量级接口，查询的信息量比较大，访问限制：100次/mi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账户中在指定时间段内已经结束的会议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meeting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meeting_state={meeting_stat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号。

meeting_state 是 Integer

会议状态：

1：结束会议
2：实时会议
3：即将开始的会议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搜索开始时间，针对媒体房间的开始时间。

end_time 否 Integer 搜索结束时间，针对媒体房间的开始时间。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对象。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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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tring 创建者 userid。

nick_name String 创建者昵称。

start_time Integer 会议开始时间，媒体房间维度，单位毫秒。

end_time Integer 会议结束时间，媒体房间维度，单位毫秒。

participants_num Integer 参会人数。

meeting_duration String 会议持续时长，单位毫秒。

user_meeting_duration String 用户会议时长，单位毫秒。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v1/corp/meetings?meeting_state=1&page_size=2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2,

"total_page":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2,

"meeting_info_list":[

    {

        "subject":"test1",

        "meeting_id":"123456987",

        "meeting_code":"13546812",

        "userid":"testuser1",

        "nick_name":"testuesr",

        "start_time":12346554123,

        "end_time":3154842123,

        "participants_num":1,

        "meeting_duration":30057,

        "user_meeting_duration":26728

     },

    {

        "subject":"xianminxiao预定的网络研讨会",

        "meeting_id":"2882809173109452722",

        "meeting_code":"594530158",

        "userid":"xianminxiao",

        "nick_name":"xianminxiao",

        "start_time":1611143122615,

        "end_time":1611143209838,

        "participants_num":1,

        "meeting_duration":87223,

        "user_meeting_duration":837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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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账户级即将召开的会议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0 15:02:3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说明

账户级接口属于仅账户管理员可以使用的接口，是重量级接口，查询的信息量比较大，访问限制：100次/mi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账户中在指定时间段内即将召开的会议列表（最新预定的会议将有30秒延时展示），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meeting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meeting_state={meeting_stat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号。

meeting_state 是 Integer

会议状态：
1：结束会议
2：实时会议

3：即将开始的会议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搜索的开始时间（预定会议的开始时间），单位秒。

end_time 否 Integer 搜索的结束时间（预定会议的开始时间），单位秒。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对象。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userid String 创建者 userid。

nick_name String 创建者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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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_time Integer 会议开始时间，单位秒。

end_time Integer 会议结束时间，单位秒。

online_member_num Integer 在线人数。

meeting_state Integer

会议状态：

1：结束会议
2：实时会议
3：即将开始的会议

meeting_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一次性会议

1：周期性会议
6：网络研讨会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v1/corp/meetings?meeting_state=3&page_size=2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2,

"total_page":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2,

"meeting_info_list":[

    {

        "subject":"test123",

        "meeting_id":"12333212312123",

        "meeting_code":"95943474",

        "userid":"testuserid",

        "nick_name":"",

        "start_time":1595409764,

        "end_time":1626945764,

        "online_member_num":0,

        "meeting_state":3,

        "meeting_type":0

    },

    {

        "subject":"test1233",

        "meeting_id":"1339444",

        "meeting_code":"2312312",

        "userid":"testuserid1",

        "nick_name":"fasdf",

        "start_time":1594002163,

        "end_time":1625538163,

        "online_member_num":0,

        "meeting_state":3,

        "meeting_type":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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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账户级实时会议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0 15:03:34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说明

账户级接口属于仅账户管理员可以使用的接口，是重量级接口，查询的信息量比较大，访问限制：100次/mi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账户中正在进行中的会议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meeting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meeting_state={meeting_stat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

meeting_code 否 String 会议号。

meeting_state 是 Integer

会议状态：
1：结束会议

2：实时会议
3：即将开始的会议

userid 否 String 创建者 userid。

start_time 否 Integer 搜索的开始时间（预定会议的开始时间），单位秒。

end_time 否 Integer 搜索的结束时间（预定会议的开始时间），单位秒。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meeting_info_list Array 会议对象。

会议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id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String 会议 Code。

subject String 会议主题。

userid String 创建者 us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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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_name String 创建者昵称。

start_time Integer 会议开始时间，单位秒。

end_time Integer 会议结束时间，单位秒。

online_member_num Integer 在线人数。

meeting_state Integer

会议状态：
1：结束会议
2：实时会议
3：即将开始的会议

meeting_type Integer

会议类型。   

0：一次性会议
1：周期性会议
6：网络研讨会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v1/corp/meetings?meeting_state=2&page_size=2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2,

"total_page":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2,

"meeting_info_list":[

    {

        "subject":"test123",

        "meeting_id":"12333212312123",

        "meeting_code":"95943474",

        "userid":"testuserid",

        "nick_name":"",

        "start_time":1595409764,

        "end_time":1626945764,

        "online_member_num":0,

        "meeting_state":2,

        "meeting_type":0

    },

    {

        "subject":"test1233",

        "meeting_id":"1339444",

        "meeting_code":"2312312",

        "userid":"testuserid1",

        "nick_name":"fasdf",

        "start_time":1594002163,

        "end_time":1625538163,

        "online_member_num":0,

        "meeting_state":2,

        "meeting_type":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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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账户级全量用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5:5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说明

账户级接口属于仅账户管理员可以使用的接口，是重量级接口，查询的信息量比较大，访问限制：10次/mi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账户中的所有用户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

user_name 否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 userid。

uuid 否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status 否 Integer 账号状态：<br>0：禁用<br>1：启用<br>2：未激活

role_code 否 String 角色类型。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users Array 用户对象列表。

用户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企业用户 userid。

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user_name String 企业用户 name。

area String 手机区号。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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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_url String 用户图像地址。

role_name String 角色名称。

role_code String 角色类型。

phone String 手机号。

email String 邮箱。

status Integer 账号状态。

departments department_item 部门对象列表。

部门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d String 部门 ID。

name String 部门 name。

full_name String 部门全称（包含全部上级部门名称，不包含公司名称）。

is_main boolean
是否主部门：
true：是 
false：否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v1/corp/users?page_size=2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1,

    "total_page":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1,

    "users":[

        {

            "userid":"testuser123",

            "uuid":"WMfgHRYj6m36mcDGtK",

            "user_name":"test123",

            "area":"86",

            "update_time":"2020-09-02 07:29:39",

            "role_name":"超级管理员",

            "role_code":"ADMIN_ROLE",

            "phone":"12365475648",

            "status":1,

            "departments":[

                {

                    "id":"123",

                    "name":"质量组",

                    "full_name":"质量部/质量组",

                    "is_main":tru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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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账户级角色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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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说明

账户级接口属于仅账户管理员可以使用的接口，是重量级接口，查询的信息量比较大，访问限制：10次/mi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账户中的所有角色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role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user_role_list Array 角色对象列表。

角色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ole_code String 角色 code。

role_name String 角色 name。

role_desc String 角色描述。

role_member_nu String 具备该角色的用户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v1/corp/user-roles?page_size=2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2,

"total_page":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2,

"user_role_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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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le_code":"ADMIN_ROLE",

        "role_name":"超级管理员",

        "role_desc":"超级管理员拥有访问和管理企业账户的全部权限",

        "role_member_nu":1

    },

    {

        "role_code":"MANAGER_ROLE",

        "role_name":"管理员",

        "role_desc":"管理员拥有访问和管理企业账户的广泛权限",

        "role_member_nu":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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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账户级角色用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6:36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说明

账户级接口属于仅账户管理员可以使用的接口，是重量级接口，查询的信息量比较大，访问限制：10次/mi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账户中的被分配给某一个角色的所有用户列表，目前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s?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role_code={role_cod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size 是 Integer 分页大小。

page 是 Integer 当前页。

user_name 否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 userid。

uuid 否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status 否 Integer

账号状态：
0：禁用
1：启用

2：未激活

role_code 否 String 角色类型。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users Array 用户对象列表。

用户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企业用户 userid。

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user_name String 企业用户 name。

area String 手机区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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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avatar_url String 用户图像地址。

role_name String 角色名称。

role_code String 角色类型。

phone String 手机号。

email String 邮箱。

status Integer 账号状态。

departments
department_it
em

部门对象列表。

部门对象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id String 部门 ID。

name String 部门 name。

full_name String 部门全称（包含全部上级部门名称，不包含公司名称）。

is_main boolean
是否主部门：
true：是 
false：否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v1/users/list?page_size=20&page=1&role_code=NORMAL_ROLE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1,

    "total_page":1,

    "current_page":1,

    "current_size":1,

    "users":[

        {

            "userid":"testuser123",

            "uuid":"WMfgHRYj6m36mcDGtK",

            "user_name":"test123",

            "area":"86",

            "update_time":"2020-09-02 07:29:39",

            "role_name":"超级管理员",

            "role_code":"ADMIN_ROLE",

            "phone":"12365475648",

            "status":1,

            "departments":[

                {

                    "id":"123",

                    "name":"质量组",

                    "full_name":"质量部/质量组",

                    "is_main":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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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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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账户级会议录制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1:08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会议录制对象

说明

账户级接口属于仅账户管理员可以使用的接口，是重量级接口，查询的信息量比较大，访问限制：10次/min。

接口描述

描述：获取账户的云录制记录，根据企业 ID 进行查询，支持根据时间区间分页获取。暂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cords?start_time={start_time}&end_time={end_time}&page_size={page_size}&pag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10，最大20。

page 否 Integer 页码，从1开始，默认1。

start_time 是 Integer 查询起始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说明：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

end_time 是 Integer 查询结束时间戳，UNIX 时间戳（单位秒）；说明：时间区间不允许超过31天。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count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数据总数。

current_siz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单页数据条数。

current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当前页码。

total_page 是 Integer 分页查询返回分页总数。

record_meetings 否 Array 会议录制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meeting_record_id 是 String 会议录制 ID。

meeting_id 是 String 会议 ID。

meeting_code 是 String 会议 code。

userid 是 String 会议创建者用户 ID。

media_start_time 是 Number 会议开始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

subject 是 String 会议主题。

state 是 Integer 录制状态：

1：录制中
2：转码中
3：转码完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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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文件对象

当状态为转码完成才会返回录制文件列表。

record_files 否 Array 录制文件列表。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record_file_id 是 String 录制文件 ID。

record_start_time 是 Number 开始录制时间，UNIX 时间戳（单位毫秒）。

record_end_time 是 Number 结束录制时间，UNIX时间戳（单位毫秒）。

record_size 是 Number 文件大小（单位字节）。

sharing_state 是 Integer

共享状态，是否开启共享。
0：未开启
1：开启
当开启共享时，则返回共享链接、访问权限、访问密码、共享链接有效期、是否允许下

载。

sharing_url 否 String 共享链接，开启共享时返回。

required_same_corp 否 bool 仅企业用户可查看，开启共享时返回。

required_participant 否 bool 仅参会成员可查看，开启共享时返回。

password 否 String 访问密码，开启共享时返回。

sharing_expire 否 Number
共享链接有效期（单位毫秒），开启共享时返回；当未开启共享链接有效期时，返回0表示
永久有效。

view_address 否 String 播放地址，开启共享时返回。

allow_download 否 bool 是否允许下载，开启共享时返回。

download_address 否 String 下载地址，过期时间6小时，允许下载和开启共享时返回。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records?start_time=1611072000&end_time=1613750400&page_size=10&page=1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2,

  "current_size": 10,

  "current_page": 1,

  "total_page": 1,

  "record_meetings": [

    {

      "meeting_record_id": "1362742106631111111",

      "meeting_id": "6249027861881211111",

      "meeting_code": "29858611111",

      "media_start_time": 1613738006000,

      "subject": "test的快速会议",

      "userid":"test",

      "state": 3,

      "record_files": [

        {

          "record_file_id": "1362742106635911111",

          "record_start_time": 161373801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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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_end_time": 1613743058603,

          "record_size": 480236476,

          "sharing_state": 1,

          "sharing_url": "https://pre.txmeeting.tencent.com/user-center/shared-record-info?id=20bccca4-7bb5-4507-9b24-03111fd78

          "required_same_corp": false,

          "required_participant": true,

          "password": "HHz4yo6d",

          "sharing_expire": 0,

          "view_address":"https://.....",

          "allow_download": false

        }

      ]

    },

    {

      "meeting_record_id": "1362741760987500000",

      "meeting_id": "18113044044021111111",

      "meeting_code": "130156111",

      "media_start_time": 1613737924000,

      "subject": "test的快速会议",

      "userid":"test",

      "state": 3,

      "record_files": [

        {

          "record_file_id": "1362231760987501111",

          "record_start_time": 1613737928980,

          "record_end_time": 1613737944556,

          "record_size": 1075029,

          "sharing_state": 1,

          "sharing_url": "https://pre.txmeeting.tencent.com/user-center/shared-record-info?id=fg25a7ef-326f-4a28-853c-4721dc6e0e

          "required_same_corp": false,

          "required_participant": true,

          "password": "Hwqbwpk8",

          "sharing_expire": 0,

          "allow_download": true,

          "download_address": "https://yunluzhi-pre-az-1258344699.file.myqcloud.com/cos/1410212767/1362741760987504640/13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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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成员添加角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5:30:5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批量为企业成员分配角色，仅有角色编辑权限的用户可调用接口，不允许为用户添加超级管理员身份。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POS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rol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d 是 String 操作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角色编辑权限的用户。

role_code 是 String 用户角色。

users 是 String 数组 成员 userid 列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OS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roles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31785",

  "role_code": "NORMAL_ROLE",

  "users": ["test_16275481671157"]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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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企业成员角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5:24:5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批量变更企业成员角色，仅有角色编辑权限的用户可调用接口，不允许将用户身份变更为超级管理员，也不允许变更超级管理员用户的角色。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PU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roles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d 是 String 操作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角色编辑权限的用户。

role_code 是 String 用户角色。

users 是 String 数组 成员 userid 列表。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PUT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roles

{

  "operator_userid": "meeting4531785",

  "role_code": "NORMAL_ROLE",

  "users": ["test_16275481671157"]

}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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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企业角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5:24:20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参考签名验证章节里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返回空消息体，失败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描述：删除企业角色，仅有角色编辑权限的用户可调用接口，企业默认的超级管理员、管理员及普通成员角色不能被删除，只支持删除企业自建角色。不支持 

OAuth2.0 鉴权访问。

调用：DELETE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roles?operator_userid={operator_userid}&role_code={role_cod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operator_userid 是 String 操作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角色编辑权限的用户。

role_code 是 String 用户角色。

输出参数

示例

输入示例

DELETE https://api.meeting.qq.com/v1/corp/user-roles?operator_userid=meeting4531785&role_code=TEST-ROLE

输出示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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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部门用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2 14:57:11

HTTP 请求头公共参数请参见签名验证章节的 公共参数说明 。

成功输出以下字段，失败则返回 错误码  和错误信息。

用户对象列表

接口描述

描述：查询企业部门用户列表，仅企业下具有部门查询权限和查询用户列表权限的用户可查询部门用户列表。不支持 OAuth 2.0鉴权访问。

调用方式：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departmentId}/users?userid={userid}&page={page}&page_size={page_size}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接口调用者 userid，必须为企业下具有部门查询权限的用户。

page 否 Integer 分页，默认为1，最小值为1。

page_size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默认为20，取值范围[1,20]。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otal_page Integer 数据总页数。

total_count Integer 数据总条数。

current_size Integer 当前页实际大小。

current_page Integer 当前页。

users 用户对象数组 用户对象列表。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userid String 企业用户 userid。

uuid String 用户身份 ID（腾讯会议颁发的用于开放平台的唯一用户 ID）。

user_name String 企业用户 name。

role_name String 角色名称。

role_code String 角色类型。

area String 手机区号。

phone String 手机号。

email String 邮箱。

status Integer 账号状态：
1：正常
2：删除
3：未激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2413#.E5.85.AC.E5.85.B1.E5.8F.82.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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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禁用

staff_id String 工号。

job_title String 职位。

entry_time String 入职时间。

department_id String 部门 ID。

department_name String 部门名称。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departments/b3295f********f3f58843532c689536/users?userid=meeting4548079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total_page":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1,

    "users": [{

        "userid": "department-test",

        "uuid": "WMYP3********MnGQt",

        "user_name": "department-tester",

        "role_name": "普通成员",

        "role_code": "NORMAL_ROLE",

        "area": "86",

        "phone": "184****8545",

        "email": "119****594@qq.com",

        "status": 1,

        "staff_id": "9999",

        "job_title": "departmnt-test",

        "entry_time": "2021-08-09T00:00:00+08:00",

        "department_id": "b3295fd1********f58843532c689536",

        "department_name": "hay***-子部门-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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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会议室告警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6 15:08:54

告警信息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查询企业的会议室告警信息，告警的阈值依赖 企业管理后台设置 。

调用方式： GET

接口请求域名：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nitor/monitor-info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备注

operator_id 否

操作者 ID。

operator_id 必须与 operator_id_type 配合使用。根据 operator_id_type 的值，
operator_id 代表不同类型。

operator_id_type 否
操作者 ID 的类型：
3：rooms_id
5：meeting_room_id

page 否 当前页，大于等于1，默认为1。

page_size 否 分页大小，默认为20，最大为50。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current_page Number 必须 当前页数。

total_page Number 必须 总页数。

current_size Number 必须 当前页实际大小。

total_count Number 必须 总数据条数。

monitor_info_list Object [] 必须 告警信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rooms_id String 必须 Rooms ID。

meeting_room_id Number 必须 会议室 ID。

bool_is_support_scre
en_touch

Boolean 必须
设备类型。
true：触屏 
false：非触屏

device_model String 必须 型号。

app_version String 必须 应用程序版本。

health_status String 必须 健康状态。

str_device_connect_s
tatus

String 必须 设备状态。

alarm_info_list Object [] 必须 -

https://meeting.tencent.com/user-center/warning-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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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信息对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health_desc String 必须 问题描述。

create_time String 必须 问题时间。

health_code String 必须

display_refresh_too_low：显示器刷新率过低。 

cpu_occupancy_rate_overtop：CPU 占用过高。 

speaker_volume_too_low：扬声器音量过低。 

controller_power_too_low：控制器电量过低。 

device_temperature_overtop：设备温度过高。 

controller_disconnect：控制器断开连接。 

no_available_mic：无可用麦克风。 

no_available_speaker：无可用扬声器。 

no_available_camera：无可用摄像头。 

device_off_line：设备掉线。 

memory_occupancy_rate_overtop：内存占用过高。 

screen_disconnect：会议室显示器断开连接。 

ethernet_changed：有线网络断开连接。 

device_token_expire：设备登录态即将过期。

示例

输入示例

GET

https://api.meeting.qq.com/v1/meeting-rooms-monitor/monitor-info?operator_id=14411xxxxxxxxxx002&operator_id_type=3&pag

输出示例

{

    "total_count": 1,

    "current_page": 1,

    "current_size": 1,

    "total_page": 1,

    "monitor_info_list": [{

        "rooms_id": "14411xxxxxxxxxxxxx002",

        "bool_is_support_screen_touch": false,

        "device_model": "",

        "app_version": "x.x.x.x",

        "health_status": 2,

        "str_device_connect_status": "OFFLINE",

        "alarm_info_list": [{

                "health_desc": "登录态：设备登录态即将过期",

                "create_time": "2022-04-16T06:00:25+08:00",

                "health_code": "device_token_expire"

            },

            {

                "health_desc": "连接：设备掉线",

                "create_time": "2022-02-22T11:18:00+08:00",

                "health_code": "device_off_line"

            }

        ],

        "meeting_room_id": 8xxx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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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订阅（Webhook）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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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回调服务需要三个配置项，分别是：URL、TOKEN、EVENT_TYPE，具体内容如下：

URL 是由企业开发者搭建的回调服务地址。

Token 用于计算签名，由英文或数字组成且长度为25位的字符串；由于企业开发者提供的 URL 公开可访问，掌握该 URL 的信息即可向该链接推送消息，因此 

URL 服务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解决方法

通过数字签名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具体方式为：约定 Token 作为签名密钥，仅限企业开发者和腾讯会议可查看，且在传输中不可见，以此用于签名的计算。腾讯

会议在推送消息时，将消息内容与 Token 计算出签名。企业开发者在接收到回调消息时，也按相同的算法计算出签名，如果签名一致，则可信任来源为腾讯会

议，并且内容不被篡改。

会议事件类型（EVENT_TYPE）是该回调服务所对应的事件，目前事件仅支持会议相关事件（后续将补齐其他类型的事件通知），其中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企业自建应用配置事件订阅具体可参见 企业自建应用接入指引 。

第三方应用配置事件订阅具体可参见 第三方应用接入指引 。

配置回调服务

URL 配置项

注意

 回调服务需满足接口要求，详情请参见 企业回调服务介绍 。

TOKEN 配置项

如何分辨出回调消息是否为腾讯会议来源。

如何分辨出回调消息的内容是否被篡改。

如果非腾讯会议的回调，由于攻击者未提供正确的 Token，则无法计算出正确的签名。

如果消息内容被篡改，由于开发者将接收到的回调消息内容与 Token 重算一次签名，该值与回调参数的签名不一致，则拒绝该请求。

会议事件类型配置项

会议事件类型 事件名

会议创建 meeting.created

会议更新 meeting.updated

会议取消 meeting.canceled

会议开始 meeting.started

会议结束 meeting.end

用户入会 meeting.participant-joined

用户离会 meeting.participant-left

用户等待主持人入会 meeting.participant-jbh-waiting

用户进入等候室 meeting.participant-joined-waiting-room

用户离开等候室 meeting.participant-left-waiting-room

用户从等候室进入会议 meeting.participant-admitted

用户从会议中被移入等候室 meeting.participant-put-in-waiting-ro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36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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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5:59:57

企业在开发回调服务时，仅支持 HTTP 和 HTTPS 两种协议，且需要同时支持 HTTP GET 和 HTTP POST 两种能力。

假定企业接收事件消息回调的 URL 为： http://api.company.com 。 

在配置事件订阅时，腾讯会议会发送验证消息到填写的 URL，请求内容如下： 

调用方法：GET 

请求地址： http://api.company.com?check_str=CHECK_STR URL 参数说明

Header 参数说明

验证 URL 有效性 

回调服务需要作出正确的响应才能通过 URL 验证，具体操作如下：

1. 对收到的请求，解析上述的各个参数值。

2. 根据已有的 token，结合上述 timestamp、nonce、check_str 参数计算签名，并与 signature 参数对比是否一致，一致表示调用合法，签名计算方法

请参见 签名校验 。

3. 对 check_str 参数进行 base64 解码后得到明文字符串。

4. 在3秒内响应 GET 请求，响应内容为上一步得到的明文字符串。

假定企业接收事件消息回调的 URL 为： http://api.company.com 。 

当事件触发时，腾讯会议会发送回调消息到填写的 URL，请求内容如下： 

调用方法：POST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请求地址： http://api.company.com

Body 数据格式：

在事件订阅配置时，腾讯会议会先校验 URL 服务是否具备解析腾讯会议回调消息的能力。具体方式为：腾讯会议向企业回调 URL 服务发送一条 GET 请求，

GET 请求中带有 base64 编码后的验证参数及 Header 中带校验签名需要的参数，如果 URL 服务检查签名通过并能正确返回解码后的验证参数，HTTP 

头部响应200，才能验证通过。

后续的事件回调（例如会议创建、会议更新等）都会运用 POST 请求以类似上述的方式向 URL 推送消息，URL 服务验证签名通过后，需要将 POST 请求 

Body 中的 data 数据进行 base64 解码后才能得到对应的明文数据。

支持 HTTP GET 请求验证 URL 有效性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check_str String base64 编码后用于校验的字符串（需要进行 Urldecode 处理）。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imestam

p
String 时间戳，与 nonce 结合使用，用于签名校验。

nonce String 随机数，与 timestamp 结合使用，用于签名校验。

signature String
加密签名，signature 的计算结合了企业填的 token、timstamp、nonce、check_str，签名计算方法请参见 签名校

验。

注意

参数值需要进行 Urldecode 处理。

注意

响应内容不能加引号、换行符等，否则配置事件订阅时将保存失败。

支持 HTTP POST 请求接收事件消息回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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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参数说明

Header 参数说明

验证 URL 有效性 

企业接收到回调请求后，需要作如下处理：

1. 对 signature 进行校验。

2. 解码 data，得到明文数据。

3. 正确响应本次请求：

{"data":"eyJldmVudCI6Im1lZXRpbmcuY3JlYXRlZCIsInVuaXF1ZV9zZXF1ZW5jZSI6ImYyMDA5NmVlLThhYzgtNGRmMi1hN2RlLTA1NzQ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data String base64 编码后的会议事件回调数据，解码后的字段解释请查看会议事件相关文档。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描述

timesta
mp

String 时间戳，与 nonce 结合使用，用于签名校验。

nonce String 随机数，与timestamp 结合使用，用于签名校验。

signatur
e

String
加密签名，signature 的计算结合开发者填写的 token、timstamp、nonce、消息体，签名计算方法请参见 签名校
验。

腾讯会议在5秒内接收不到响应则会断掉连接，并分别会在1分钟、3分钟、6分钟后重新发起请求，会重试三次。

当响应的 HTTP 头部返回200且响应内容为 successfully received callback 字符串（不能加引号、换行符），则表示回调成功，其他情况一律当

做失败并也会在1分钟、3分钟、6分钟后重新发起请求，重试三次。 

成功响应内容的 go 语言代码示例：

http.Response().Write([]byte("successfully received callbac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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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校验

签名校验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0:21

为了让企业确认调用来自腾讯会议，腾讯会议在回调时，会在 Header 中带上消息签名，以参数 signature 为标识，企业需要验证此参数的正确性后再解码数

据。

1. 计算签名：

2. 比较 dev_signature 和 signature 是否相等，相等则表示验证通过。

1. 将 token、timestamp、nonce、data 这四个参数值以字符串类型按照字典序排序：

2. 拼接成一个字符串：

3. 对该字符串进行 sha1 计算得到签名：

4. 对比从 Header 中得到的签名和上述计算的签名是否一致，若一致则签名通过，说明数据来源于腾讯会议且未被篡改，是安全的。

验证步骤

dev_signature = sha1(sort(token、timestamp、nonce、data))

说明

sort 的含义是将参数值按照字母字典排序，然后从小到大拼接成一个字符串，最后再进行 sha1 加密得到最终的签名串。

验证示例

nonce："14964161"

timestamp："1609239040864"

token："bVPU6F8Htxxxxxxxp3jGV2xWp"

data："eyJldmVudCI6Im1lZXRpbmcuY3JlYXRlZCIsInVuaXF1ZV9zZXF1ZW5jZSI6ImYyMDA5NmVlLThhYzgtNGRmMi1hN2RlLTA1NzQ

说明

 字符串的拼接不是固定排序，请以实际参数值按照字典序排序。

sort_str="149641611609239040864bVPU6F8Htxl5XkAbp3jGV2xWpeyJldmVudCI6Im1lZXRpbmcuY3JlYXRlZCI

signature = sha1(sort_str) = "b11e507817336a91d7df0c8536ee2aca18bbba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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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代码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10:54

Go 语言 Java 语言 C++ 语言 PHP（PHP5.4+） Python 语言 C#

import 

    "bytes"

    "crypto/sha1"

    "fmt"

    "sort"

// 生成签名
func CalSignature token  timestamp  nonce  data string  string 

    sortArr := string token  timestamp  nonce  data

    sort Strings sortArr

    var buffer bytes Buffer

    for _  value := range sortArr 

        buffer WriteString value

    

    sha := sha1 New

    sha Write buffer Bytes

    signature := fmt Sprintf "%x"  sha Sum nil

    return signatu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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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参考

会议事件

会议创建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6:39:57

事件名：meeting.created 

事件说明：腾讯会议提供了多种创建会议的方式，用户可以从腾讯会议客户端、Web 个人中心、或者通过调用 REST API 的创建会议接口完成创建会议操作，

当会议被创建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created"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rooms_info": 

                "meeting_room_id": "100001"

                "meeting_room_name": "北区Rooms1"

                "rooms_id": "144123123123"

             

                "meeting_room_id": "100002"

                "meeting_room_name": "北区Rooms2"

                "rooms_id": "144123123234"

             //会议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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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更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1:06

事件名：meeting.updated 

事件说明：会议创建者或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更新预定的会议信息，用户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客户端、Web 个人中心、或者通过调用 REST API 修改会议

接口完成修改会议操作，当会议信息更新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个人会议号会议无此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updated"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rooms_info": 

                "meeting_room_id": "100001"

                "meeting_room_name": "北区Rooms1"

                "rooms_id": "144123123123"

             

                "meeting_room_id": "100002"

                "meeting_room_name": "北区Rooms2"

                "rooms_id": "144123123234"

             //会议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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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取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1:26

事件名：meeting.canceled 

事件说明：会议创建者或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取消预定的会议，用户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客户端、Web 个人中心、或者通过调用 REST API 取消会议接口完

成取消会议操作，当会议被取消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个人会议号会议无此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canceled"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cancel_reason":"取消原因"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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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1:50

事件描述

事件名：meeting.started

事件说明：

会议主持人（会议创建者或备选主持人）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客户端、小程序、rooms 或 sip 设备入会，当主持人进入会议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对于网络研讨会（Webinar），开启准备模式时，不会发送会议开始事件，直到准备模式结束，会议正式开始；未开启准备模式时，主持人/嘉宾入会，

即发送会议开始事件。

示例

    "event":"meeting.started"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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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5:36:56

事件描述

事件名：meeting.end

事件说明：

会议主持人结束会议、最后一个参会用户离开会议且超过了预定会议结束时间等情况时，触发该事件通知。请通过 meeting_end_type 参数区分。

对于网络研讨会（Webinar），开启准备模式且会议未正式开始时，最后一个主持人/嘉宾离会、用户主动单击结束会议，不会触发该事件（会议未开

始，所以没有结束事件）。

对于网络研讨会（Webinar），开启准备模式且会议正式开始后，最后一个主持人/嘉宾离会、用户主动单击结束会议，都触发会议结束事件。

对于网络研讨会（Webinar），未开启准备模式时，最后一个主持人/嘉宾离会、用户主动单击结束会议，都触发会议结束事件。

示例

    "event":"meeting.end"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end_type":0 // 结束类型（0-主动结束会议，1-最后一个参会用户离开会议且超过了预定会议结束时间，2-会议中无人且超过了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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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全体静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09:24

事件名：meeting.mute-all 

事件说明：会议开启全体静音时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mute-all"

    "trace_id":"2ed1349d-91d6-4550-9fe0-290dae725907"

    "payload":

        

            "operate_time":1645166461129

            "operator":

                "userid":"test"

                "user_name":"test"

                "instance_id":"1"

                "ms_open_id":"YgC/Y/pPS2lSh09H3IVkAz8+g2bSk******VtEWm+H5oFYWZGhObfwOcIULVE4JhiTqjKFMsVyvv449ZQ=="

            

            "meeting_info":

                "meeting_id":"1207060000097571232"

                "meeting_code":"172000525"

                "subject":"test预定的会议"

                "creator":

                    "userid":"test"

                    "user_name":"test"

                    "instance_id":"1"

                    "ms_open_id":"YgC/Y/pPS2lSh09H3IVkAz8+g2b******ckVtEWm+H5oFYWZGhObfwOcIULVE4JhiTqjKFMsVyvv449ZQ==

                

                "meeting_type":0

                "start_time":1645167600

                "end_time":1645169400

                "meeting_create_mode":0

                "allow_unmute_self":true //是否允许用户自主解除静音：true:允许；false: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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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解除全体静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03:04

事件名：meeting.unmute-all 

事件说明：会议解除全体静音时触发该事件通知。解除全体静音和全体静音并非成对出现，可能有多次解除全体静音。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unmute-all"

    "trace_id":"a985b135-c394-4614-8796-aff693d0d39d"

    "payload":

        

            "operate_time":1645166462235

            "operator":

                "userid":"test"

                "user_name":"test"

                "instance_id":"1"

                "ms_open_id":"YgC/Y/pPS2lSh09H3IVkAz8+g2bS**********H5oFYWZGhObfwOcIULVE4JhiTqjKFMsVyvv449ZQ=="

            

            "meeting_info":

                "meeting_id":"12070603000007571232"

                "meeting_code":"170000525"

                "subject":"test预定的会议"

                "creator":

                    "userid":"test"

                    "user_name":"test"

                    "instance_id":"1"

                    "ms_open_id":"YgC/Y/pPS2lSh09H3IVkAz8****************GhObfwOcIULVE4JhiTqjKFMsVyvv449ZQ=="

                

                "meeting_type":0

                "start_time":1645167600

                "end_time":1645169400

                "meeting_create_m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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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入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1 09:36:12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joined 

事件说明：每一个与会者加入会议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与会者可以是普通与会者，也可以是主持人。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 "meeting.participant-joined"  // 事件名

    "trace_id": "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 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 "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 "KM4Ss******gUw1JiK"

            "uuid": "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 "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 "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pstn_number": "0086123888"  //pstn/mra用户唯一标识别。pstn或mra入会时，userid和uuid可能为空。
            "instance_id": "2"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 "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 "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 "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 "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 "KM4Ss******gUw1JiK"

                "uuid": "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 "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 "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 "2"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 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 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 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 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tend_info":  // 扩展信息
            "customer_data": "test customer data" // 客户透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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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离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2:20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left 

事件说明：会议与会者可以随时离开会议，当与会者离开会议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与会者可以是普通与会者，也可以是主持人。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articipant-left"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pstn_number":"0086123888" //pstn/mra用户唯一标识别。pstn或mra入会时，userid和uuid可能为空。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tend_info": // 扩展信息

                "customer_data":"test customer data"// 客户透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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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等待主持人入会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4 17:10:47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jbh-waiting 

事件说明：当预定会议时设置为“允许成员在主持人进会前加入会议选项”时，会议将在与会者入会后立即开启，与会者入会而主持人未入会时，会触发该事件通

知。个人会议号会议无此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articipant-jbh-waiting"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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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进入等候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3:09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joined-waiting-room 

事件说明：等候室功能可以为主持人提供控制与会者加入会议的能力。当会议开启等候室，与会者加入会议时，该与会者将进入等候室等待主持人允许入会，与会

者每次进入等候室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articipant-joined-waiting-room"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tend_info": // 扩展信息

                "customer_data":"test customer data"// 客户透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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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离开等候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3:27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left-waiting-room 

事件说明：当与会者进入启用等候室的会议时，主持人可允许与会者入会，也可将与会者移出等候室，当主持人将与会者移出等候室或与会者主动离开等候室时，

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articipant-left-waiting-room"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to_operator": // 事件被操作人
                 "userid":"tester-1"  //事件被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1_name"//被操作者名称
             

             "leave_reason":"主动离开" // 离开原因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tend_info": // 扩展信息
                "customer_data":"test customer data"// 客户透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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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从等候室进入会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03:50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admitted 

事件说明：当与会者进入开启等候室的会议时，主持人可允许与会者入会，也可将与会者移出等候室。当主持人允许与会者入会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articipant-admitt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to_operator": // 事件被操作人
                 "userid":"tester-1" //被操作者id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1_name"//被操作者名称（当前企业用户才返回）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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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从会议中被移入等候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30 17:01:51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put-in-waiting-room 

事件说明：当主持人把参与者从会议中移入等候室时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articipant-put-in-waiting-room"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to_operator": // 事件被操作人
                 "userid":"tester-1" //被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1_name"//被操作者名称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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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屏幕开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4 17:11:12

事件名：meeting.share-screen-open 

事件说明：会议中屏幕共享开始时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share-screen-open"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hosts": //主持人
                    

                      "userid":"tester-2" //用户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用户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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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屏幕结束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4 17:11:16

事件名：meeting.share-screen-close 

事件说明：会议中屏幕共享结束时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share-screen-close"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hosts": //主持人
                    

                      "userid":"tester-2" //用户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用户名称
                      "ms_open_id":"WMfg******36mcDGtK"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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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用户角色变更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13:55

事件名：meeting.participant-role-changed 

事件说明：会议中用户角色变更时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articipant-role-chang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to_operator": //被操作者，即角色变更的用户

                 "userid":"tester-2" //被操作者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被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user_role":1//被操作者变更后的角色

                 // 0: 普通成员角色 1: 是创建者权限 2: 主持人权限 3: 创建者权限+主持人权限 4: 游客 5: 游客+主持人权限 6: 联席主持人 7:  创建者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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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讨会（Webinar）用户角色变更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1:11:56

事件名：webinar.participant-role-changed 

事件说明：网络研讨会（Webinar）用户角色变更时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webinar.participant-role-chang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to_operator": //被操作者，即角色变更的用户

                 "userid":"tester-2" //被操作者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被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user_role":1//被操作者变更后的角色

                 // 0: 普通成员角色 1: 是创建者权限 2: 主持人权限 3: 创建者权限+主持人权限 4: 游客 5: 游客+主持人权限 6: 联席主持人 7: 创建者+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open_id":"KM4Ss******gUw1JiK"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 //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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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讨会（Webinar）暖场上传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31 17:58:03

事件名：webinar.warm-up-uploaded 

事件说明：通过 API 进行暖场配置上传暖场图片或视频时触发该事件。配置请参见 设置网络研讨会（Webinar）暖场配置 。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webinar.warm-up-upload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成功/失败时间点

            "warm_up_info":

            

                "upload_status":true  //true：上传成功；false：上传失败

                "error_msg":"" //如果上传失败，则该字段返回失败原因

                "warm_up_picture":"" //url

                "warm_up_video":"" //url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6-网络研讨会

                "start_time":1608522626 //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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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7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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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N 外呼状态更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11:48:59

事件名：meeting.phone.participant-status-updated 

事件说明：当 PSTN 外呼的状态发生变化时，触发该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phone.participant-status-updated"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ms_open_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会中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eeting_info": //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status":"START_AC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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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含义   

START_INVITE 开始邀请。

START_ACCEPT 用户接听。

LEAVE_WITHOUT_ACCEPT 用户无接听挂断，目前无法区分无接听挂断与拒绝，后续 PSTN 云线路支持后再考虑区分。

LEAVE_WITH_ACCEPTED 用户已接听挂断

CANCLE_INVITE 呼叫中邀请人主动取消，已接听后主持人挂断 PSTN 则为 kickout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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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上传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7 16:11:40

事件名：meeting.medium-uploaded 

事件说明：通过 API 进行素材上传，当有上传结果时触发该事件。目前支持的素材类型包括视频、图片、文件。trace_id 对应请求响应头中的 X-Tc-Trace 

参数，用于确定哪次请求。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medium-upload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可对应到具体请求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成功/失败时间点

            "event_upload_status":true //上传事件是否成功，true：全部素材上传成功；false：存在素材上传失败，需重新上传全部素材

            "upload_info":   //根据本次请求中的上传素材类型数量决定对象个数

                   

                "upload_status":true  //true：上传成功；false：上传失败

                "error_msg":"" //如果上传失败，则该字段返回失败原因

                "medium_type":1  //1:video，2:pic，3:file

                "medium_url":""

                    

                    

                "upload_status":true  //true：上传成功；false：上传失败

                "error_msg":"" //如果上传失败，则该字段返回失败原因

                "medium_type":2  //1:video，2:pic，3:file

                "medium_url":""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6-网络研讨会

                "start_time":1608522626 //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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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任务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4 14:25:20

事件说明：异步接口任务完成时触发该事件。目前接入的接口有： 查询 PSTN 参会数据明细 、 设置会议室背景 。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job-results"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成功/失败时间点

            "request_id":"xxxxxxxxxxxxxxxxxxxxx" //api请求id，可以通过请求响应头中的X-TC-Trace参数获取

            "job_id":"xxxxxxxxxx" //任务ID

            "job_type":"xxxxx" //任务类型：UPLOAD,DOWNLOAD

            "total_job_status":true //任务状态

            "error_msg":"" //任务失败，则该字段返回失败原因

            "job_info" //根据具体接口看是否发送任务信息

                     success:  

                           

                             "content":"xxx"  //url

                             "type":""//内容类型 1.video ,2.pic,3.file

                          

                         

                            "content":"xxx"

                            "type":""

                          

                                       

                     failed: 

                         

                            "content":"xxx"

                            "error_msg":"xxx"

                            "type":""

                         

                        

                            "content":"xxx"

                            "error_msg":"xxx"

                            "type":""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如果有会议信息就发送，没有不发送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6-网络

                          "start_time":1608522626 //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64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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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事件

直播开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7 18:03:18

事件名：meeting.live-started 

事件说明：会议中直播开始时触发该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live-start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hosts": //主持人
                    

                      "userid":"tester-2" //用户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用户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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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停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7 18:03:23

事件名：meeting.live-stopped 

事件说明：会议中直播结束时触发该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live-stopp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hosts": //主持人
                    

                      "userid":"tester-2" //用户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用户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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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配置更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7 18:03:28

事件名：meeting.live-config-update 

事件说明：直播配置更新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meeting.live-config-update"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2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ser_name":"tester-2_name"//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hosts": //主持人
                    

                      "userid":"tester-2" //用户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ser_name":"tester-2_name"//用户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meeting_create_mode":0 //会议创建类型 0:普通会议；1:快速会议
        

        "live_config": // 直播配置信息
            "live_subject":"MTIzMjEz"  // 直播主题，base64编码
            "live_summary":"MTIzMjEz"  // 直播简介，base64编码
            "live_password":"123456"  // 直播密码

            "enable_live_im":true  // 是否开启直播互动
            "enable_live_replay":true  // 是否开启直播回放
            "live_watermark":

                 "watermark_opt":0 //水印选项0:默认水印 1:自定义水印 2:无水印

                 "live_watermark_image":

                    

                    "watermark_url":"http://..." //水印地址
                    "watermark_pos_x":123 //水印x坐标
                    "watermark_pos_y":123 //水印y坐标

                    "watermark_width":1 //水印宽度  

                    "watermark_height": 1 //水印长度
                    "raw_name":"MTIzLnBuZw=="//图片名称，base64编码 

                                                         

            

            "push_stream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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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form_type":1 // 平台类型 0:其余平台,1:微信视频号
                "push_address":"tester_name"//推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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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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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录制事件

开始云录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2:01

事件名：recording.started 

事件说明：会议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可在会议中开启云录制，企业管理员也可以设置自动会议录制，当会议开启云录制时，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recording.start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 创建人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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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云录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2:17

事件名：recording.paused 

事件说明：会议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可在会议中开启云录制，企业管理员也可以设置自动会议录制，当云录制开启后被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暂停云录制时，会

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recording.paus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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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云录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2:33

事件名：recording.resumed 

事件说明：会议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可在会议中开启云录制，企业管理员也可以设置自动会议录制，当云录制开启后被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恢复之前暂停的云

录制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recording.resum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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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云录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2:50

事件名：recording.stopped 

事件说明：会议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可在会议中开启云录制，企业管理员也可以设置自动会议录制，当云录制开启后被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停止云录制时或者

会议自动结束云录制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recording.stopp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instance_id":"2"//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4-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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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录制已完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3:16

事件名：recording.completed 

事件说明：会议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可在会议中开启云录制，企业管理员也可以设置自动会议录制，当会议结束并且云录制转码完成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recording.complet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recording_files":  // 云录制文件列表信息
                

                    "record_file_id":"123242525" // 云录制文件id

                

                

                    "record_file_id":"123242525" // 云录制文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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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录制失败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3:32

事件名：recording.failed 

事件说明：会议主持人或者联席主持人可在会议中开启云录制，企业管理员也可以设置自动会议录制，当会议结束并且云录制转码出现问题时，会触发该事件通

知。

事件描述

示例

{

    "event":"recording.fail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

            "recording_files":[ // 云录制文件列表信息
                {

                    "record_file_id":"123242525" // 云录制文件id

                },

                {

                    "record_file_id":"123242525" // 云录制文件id

                }

            ],

            "meeting_info":{//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

                "meeting_type":0,//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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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云录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33:47

事件名：recording.deleted 

事件说明：会议创建者或者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删除云录制文件，或者通过 API 接口删除云录制文件，当云录制文件被删除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

    "event":"recording.delet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

            "recording_files":[ // 云录制文件列表信息

                {

                    "record_file_id":"123242525" // 云录制文件id

                },

                {

                    "record_file_id":"123242525" // 云录制文件id

                }

            ],

            "meeting_info":{//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

                "meeting_type":0,//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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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录制剪辑生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12:44

事件名：recording.clipped 

事件说明：会议创建者可以对会议录制进行剪辑，当生成剪辑文件时，触发该事件通知生成的录制文件信息。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recording.clipped"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自建应用返回用户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会议中的临时id

            

            "recording_files":  // 新增剪辑文件列表信息
                

                    "record_file_id":"123242525" // 云录制文件id

                

                

                    "record_file_id":"123242526" // 云录制文件id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 创建人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uid":"WMfgHRYj6m36mcDGtK" //用户身份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meeting_type":0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tart_time":1608522626 //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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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录制查看申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5:12:48

事件名：recording.apply 

事件说明：当用户发起对云录制的观看申请时，会触发该事件。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recording.apply"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xxxx-xxxx-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

             "open_id":"xxxxxx" //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 会中成员返回会中临时id

         

        "record_apply_info": //云录制查看申请信息
            "meeting_record_id":"xxxxxxx" //会议录制id

            "apply_id":"13339451618"  // 申请id

            "apply_spesification":"xxxxxxx"//申请说明

         

        "meeting_info": //会议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meeting_code":"445999969"  // 会议code

                "subject":"tester的快速会议"  // 会议主题
                "creator":

                    "userid":"tester-2" // 创建人id

                    "open_id":"xxxxxxxxxxxx" //OAuth用户返回openId

                    "user_name":"tester-2_name" // 创建人名称
                

                "meeting_type":1 // 会议类型(0-一次性会议，1-周期性会议，2-微信专属会议，3-rooms投屏会议，5-个人会议号会议)

                "sub_meeting_id":"1599622242" //周期性会议的子会议ID，当meeting_type为1时返回该字段

                "start_time":1608522626 // 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end_time":1609415039 // 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sub_meeting_start_time":1608522626 // 子会议秒级别的会议开始时间戳
                "sub_meeting_end_time":1609415039// 子会议秒级别的会议结束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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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事件

用户报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1 15:08:58

事件名：enroll.enroll 

事件说明：会议、网络研讨会有用户报名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enroll.enroll"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 会议中的临时id

         

        "enroll_info": // 报名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enroll_id":13339451618  // 报名id

            "answer_list":

                "question_id":12 //问题id

                "question_content":"tester_name" //问题内容

                "answer_type":3 //回答类型：1 单选，2 多选，3 文本
                "is_required":1 //是否必填：1 否，2 是  

                "answer_content": "tester_name" //回答内容:单选/文本只有一个元素，多选会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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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取消报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0:59:16

事件名：enroll.cancel 

事件说明：会议、网络研讨会有用户取消报名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enroll.cancel"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ms_open_id":"tester_id"// 会议中的临时id

        

        "enroll_info": // 报名信息
            "meeting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会议id

            "enroll_id":13339451618  // 报名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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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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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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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事件

会议室告警与告警恢复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6 15:09:02

事件名：room.alert

事件描述

事件说明：会议室告警与告警恢复事件。当前每五分钟会检测一次设备情况。告警的阈值依赖 企业管理后台设置 。

示例

    "event": "room.alert"

    "trace_id": "8zxxxxx9cs"

    "payload": 

        "operate_time": 1653xxxxx7491

        "room_event": 

            "rooms_id": "14xxxxxxxxxxxxxxx76"

            "meeting_room_id": 2xxxx1

            "device_model": "iMacxx,1"

            "app_version": "x.x.x.x"

            "is_support_screen_touch": false

            "alert_event": 

                "health_status": 2

                "device_connect_status": "ONLINE"

                "create_time": "2022-05-20T11:19:55+08:00"

                "health_desc": "连接：设备掉线"

                "health_code": "device_off_line"

                "alert_kind": 1 // 0、告警生成  1、告警恢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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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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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https://meeting.tencent.com/user-center/warning-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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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应答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2:20:55

事件名：room.response 

事件说明：一个会议对会议室发起的呼叫，当有应答结果时发送该事件，仅企业自建应用可以订阅。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 "room.response"   //事件名
    "trace_id": "8zxxxxx9cs"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 "1653xxxxx7491"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room_response_event": 

            "meeting_id":"13434xxxxxxxxx927028"  //发起呼叫的会议ID

            "meeting_room_id": "xxxxxxxxxxxxxxxx"   //会议室ID，与mra_address二选一

            "mra_address":

                "protocol":1                          //信令协议，1:SIP，2:H.323

                "dial_string":"xxxxxxxxxxx"                            //信令地址
                      //mra对象

            "response_event": 

                "response_status":"0"                //0:无应答，2:入会中，3:被拒绝，5.取消呼叫（仅rooms会议室有该状态）                        

                "response_time":"2022-05-20T11:19:55+08:00"                //应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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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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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管理事件

授权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21 12:30:38

事件名：oauth.user-auth 

事件说明：用户授权该应用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

  "event":"oauth.user-auth",//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tester",//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uuid":"WM4Fs4Th56ogU13JiK",//事件操作者uuid

             "user_name":"tester_name",//事件操作者名称

             "open_corp_id":"test88888",//企业的对外IDid 

             "app_id":"test88888"//企业id

        },

        "app_info":{// 应用基础信息

            "sdk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应用ID

            "app_name":"测试名称", // 应用名称

            "app_type":"CORP_ACCOUNT_LEVEL", // 应用类型  "CORP_ACCOUNT_LEVEL":账户级应用，"USER_ACCOUNT_LEVEL":用户级应用

            "is_app_publish":true,// 是否推广应用

            "app_classes":"APP_MARKETING_MANAGE,APP_CUSTOMER_SERVICE", //应用类目

            "app_create_time":1608522626,//秒级别应用创建时间戳

            "app_status":"创建中" //应用状态  创建中、创建完成、审批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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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授权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4 17:10:05

事件名：oauth.user-cancel-auth 

事件说明：用户取消应用时，会触发该事件通知。

事件描述

示例

  "event":"oauth.user-cancel-auth" // 事件名

  "trace_id":"e7aa65dd-f7e6-4b62-912c-2035173b34a9" // 事件的唯一序列值

  "payload":

     

       "operate_time":1609313201465 //毫秒级别事件操作时间戳

       "operator": //事件操作者

             "userid":"tester" //事件操作者id（同企业用户才返回企业用户唯一id，OAuth用户返回openId,rooms返回roomsId）

             "open_id":"KM4Ss******gUw1JiK"

             "uuid":"WM4Fs4Th56ogU13JiK" //事件操作者uuid

             "user_name":"tester_name" //事件操作者名称

             "app_id":"test88888"//企业id

        

        "app_info": // 应用基础信息

            "sdk_id":"13339451618278424869"  // 应用ID

            "app_name":"测试名称"  // 应用名称

            "app_type":"CORP_ACCOUNT_LEVEL"  // 应用类型  "CORP_ACCOUNT_LEVEL":账户级应用，"USER_ACCOUNT_LEVEL":用户级应用

            "is_app_publish":true // 是否推广应用

            "app_classes":"APP_MARKETING_MANAGE,APP_CUSTOMER_SERVICE"  //应用类目

            "app_create_time":1608522626 //秒级别应用创建时间戳

            "app_status":"创建中" //应用状态  创建中、创建完成、审批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10 共739页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0 10:25:58

配置时会发送 GET 请求校验 URL 的响应内容是否满足要求，请确认是否正确通过签名校验且是否对 check_str 进行 base64 解码并将解码后的字符串正确

返回，签名算法请参见 签名校验 。

配置消息通知时，提示“code:10002,msg:通知 URL 不可用，请修改后重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5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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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范

应用设计规范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7:44

为实现腾讯会议应用平台友好、高效、一致的用户体验，我们拟定了该设计指南，内容包含设计基本准则、适配要求、页面规范与基础组件等，可以帮助开发者快

速了解设计重点，提高页面设计与开发的效率。符合设计指南的应用更容易通过审核，同时也将有机会获得流量扶持等权益奖励。

尽量减少使用动效、背景 banner 等可能影响加载速度的页面元素。

应用突出主要场景与功能，页面功能清晰有主次，避免功能堆砌。

文案简明扼要，使用通俗表达字词，避免出现专业术语或含义模糊的表达。

接入的第三方应用注意不同页面间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在不同的页面尽量使用一致的控件和交互方式，在页面框架、字体、颜色使用、文案表达上保持统一。

统一的页面体验和有延续性的界面元素都将帮助用最少的学习成本达成使用目标，减轻页面跳动所造成的不适感。服务商可根据需要使用腾讯会议提供的标准控

件，以达到统一稳定的目的，具体可以参考 页面设计规范

用户操作需要给予反馈，尽量减少错误页面，禁止出现404页面，减少用户出错的可能与负面反馈，保证用户使用体验。

第三方应用 logo 将在腾讯会议客户端、腾讯会议后台管理页面内展现。 

为避免第三方应用与腾讯会议原生界面有过大差异，造成体验不一致等问题，推荐三方应用参考以下规范进行设计：

设计指南阅读须知

设计准则

便捷

清晰

统一

友好

页面设计规范

第三方应用 logo 规范

logo 文件要求：第三方应用提供128*128px尺寸的 png/jpg 静态图片 logo，圆角为16px，大小限制在20kb之内。

logo 设计基本原则：图形符号要精简、只有一个焦点原素、可准确传达内容、清晰可识别、不包含界面。

logo 图形和容器占比规则：

logo 尺寸建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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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案例

使用图形化 logo

logo 背景不可有外形轮廓

logo 未和背景色拉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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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在客户端有三种视图，分别是内嵌视图、弹出视图和侧边栏视图。

安全性要求：

应用 logo 需原创，无法律风险。

不得侵犯肖像权。

应用 logo 不允许出现禁限售、低俗等非法字符和图案，例如“黄赌毒、枪支、烟草等”；不能涉及政治倾向。

应用 logo 不允许出现红点、NEW、HOT 等。

应用 logo 不允许出现认证、第一等属性标签。

不要使用二维码作为应用 logo。

页面布局适配要求

侧边栏视图：视图宽度固定为375px，高度不定。 

内嵌视图：默认尺寸960px54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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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开放了多种能力给到第三方应用使用，包括预定会议、录制、共享屏幕、分享&邀请与会人等多个场景，第三方应用在集成时需要遵守相关设计要求。

独立弹出视图：默认尺寸960px540px，支持用户放大&缩小，最小尺寸480px*270px。 

腾讯会议开放能力组件样式规范

预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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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会议组件需优先展示腾讯会议选项，组件由 logo + 名称 构成，点击后的预定设置页面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 

组件由 logo + 分享给参会人 构成，单击后此应用将分享给参会人。 

当在应用内显示预定了腾讯会议的日程时，为方便用户参会，需外显腾讯会议号，保证用户可以快速复制分享会议号。

使用场景：第三方应用详情页所需图片素材，向用户说明如何将三方应用与会议结合使用。

桌面端和移动端均有：可都提供（需图片内容一致），此字段桌面端和移动端至少提供任意一种。

腾讯会议会根据不同端展示对应的预览页给用户，若只提供1个端的预览内容，则在不同端均显示此内容，不做区分。 

应用中分享内容给参会人

会议列表

图片素材

桌面端：像素要求为1920*1080，大小512k以内的JPG、PNG、 GIF格式，最多5张。

移动端：像素要求为750*1628，大小200k以内的JPG、PNG、GIF格式，最多5张。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16 共739页

图片内容应该遵循以下规则：

图片内容不得涉嫌黄赌毒。

禁止使用无版权图片。

图片包含的界面必须清晰。

图片需准确表达内容。

图片中包含人物，不得裁剪掉人物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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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字体

系统    中文    英文    数字和金额    品牌字体

macOS Pingfang SC Pingfang SC
TCloud Number TencentSans

Windows 微软雅黑 Arial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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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重

色彩

内容色

辅助色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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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按钮

视觉规范

位置：按钮出现的位置分以下两种情况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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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色按钮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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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启动页可在应用加载时触发，缓解用户等待焦虑，同时也对外呈现服务商品牌特征。本页面将突出展示第三方品牌特征和加载状态。启动页除品牌标志

（logo）展示外，页面上的其他所有元素如加载进度指示，均由腾讯会议统一提供且不能更改，无需开发者开发。

启动页

加载规范

侧边栏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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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分为模态对话框与非模态对话框，第三方应用尽量减少模态对话框的使用，避免打断用户进程，仅当重要信息必须由用户确认时使用。

对话框

桌面端

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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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设计文档下载

https://www.figma.com/file/5rxPZ3nLbYrRAwVJbzBWkb/%E8%85%BE%E8%AE%AF%E4%BC%9A%E8%AE%AE%EF%BC%9A%E7%AC%AC%E4%B8%89%E6%96%B9%E5%BA%94%E7%94%A8%E8%AE%BE%E8%AE%A1%E8%A7%84%E8%8C%83?node-id=0%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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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上架验收标准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0:57:49

应用和腾讯会议有场景契合点且有研发能力的应用开发者可以申请接入，满足以下条件的开发者优先：

第三方应用开发者需基于腾讯会议现有的开放能力，设计合理的产品方案。应用使用与腾讯会议结合后，可解决用户痛点问题，提升用户体验。应用可独立使用，

无需安装其他应用配合使用。

参考案例：

用户接触产品后，应快速让用户感知应用价值，并保证顺畅体验。接入腾讯会议 Oauth 授权，尽量减少用户非必要的二次登录操作；在应用使用过程中有需要用

户绑定手机号或者校验用户身份的场景，需接入获取手机号组件，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

相关文档：获取手机号组件- 功能描述  

参考案例：

接入前流程

申请条件

公司在所属领域中有一定知名度和服务经验。

有10人以上稳定的产品研发团队，能保证应用的持续优化及迭代研发。

申请流程

发起入驻申请：开发者填写并发起 会议拓展应用预约申请 ，提交成功后，腾讯会议预计在5个工作日内返回初审结果。

提交产品方案：初审通过后，腾讯会议的工作人员会在5天联系开发者沟通接入需求，确认合作后开发者需要提供接入产品方案。

开发者账号发放：产品方案和商业模式确认通过后，预计在7个工作日内发放开发者账号。

产品上架验收标准

产品标准

产品主功能完整

产品使用环节体验流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4044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i91igwu0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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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腾讯会议的预定会议、查看会议记录、分享具体页面内容给会中参会人等场景需要有明确的腾讯会议品牌曝光，以及尽可能低的用户使用成本。详细要求请参

见 应用设计规范 ， 

应用在 Windows，MacOS，iOS，Android，iPad 端均需要保障产品的页面的功能和体验；无文字或图片发生变形、重叠、扭曲等适配问题；或页面有正确

的使用引导。

符合《腾讯会议的应用设计规范》

应用符合安全合规要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8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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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需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相关从业资质和著作权、商标证书等，对产品进行安全合规定期自检，并根据上架资料的模板要求提供安全测试报告。

提供的产品的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中需要包含对用户隐私数据采集和具体如何使用的条款介绍，开发者需按照按最小使用原则来申请腾讯会议的应用权限，并做好

用户隐私数据的合规管理和使用。

应用市场会展示应用的名称、介绍、应用开发者信息和应用的宣传截图信息，请确保应用宣传截图能清晰的传达产品的特色功能和价值、需要包含和腾讯会议产品

融合的价值。增加使用指引，协助用户更好地初始化。

应用开发者必须为上架应用配置专职的运营及客服人员。问题或故障发生后，要求开发者团队客服能快速响应跟进解决问题。面向企业的应用产生客户留资后，要

求运营人员能及时跟进相应需求。

若应用有明确商业模式，需提前沟通，提供相关说明，包含但不限于目标用户、产品差异化优势介绍、预计定价和推广方式等，可填写商业模式调查问卷： 腾讯会

议开放平台合作伙伴调研 。

 应用开发完成，可以根据第三方应用接入指引章节的申请上架应用环节准备上架资料，用应用创建者的账号登录 腾讯会议第三方引用 ，提交应用上架申请，腾讯

会议侧组织产品体验初审，5-7个工作日内完成一轮。 

初审主要是检查应用主流程场景是否可以在腾讯会议中闭环，页面适配是否正常，引导是否准确等，腾讯会议侧将修改建议汇总后提交给开发者统一修改；开发者

修改完成后再次提交上线申请，再次审核时间约5-7个工作日，以此类推，直至初审通过。

时间约为5-7个工作日，需填写商业模式调查问卷： 腾讯会议开放平台合作伙伴调研 。 

此阶段需要明确：

应用体验初审和商业模式以及推广方式确认后，将组织给腾讯会议产品负责人展示应用和汇报初步的商业模式以及推广方式，审核时间约为5-7个工作日。 

若终审通过，则将应用上架到应用市场；若终审有需修改的建议，则同步给开发者修改后再组织审核验收。

运营要求

提供清晰完善的应用介绍及使用指引

完善运营及客服人员配置

提前沟通并明确应用的商业模式

审核验收流程

体验初审

沟通商业模式和推广方式

开发者擅长的行业和产品的客户画像，确认双方合作的商业模式。

双方联合推广的目标、要点和具体的形式。

后续合作的长期沟通机制。

终审

https://wj.qq.com/s2/10075131/8ea6
https://meeting.tencent.com/marketplace/user-third-party
https://wj.qq.com/s2/10075131/8ea6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27 共739页

迭代日志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4:30:38

版本历史

日期      版本      描述   

2023-05-23 2.5.3

新增签到管理接口：
1. 发起签到

2. 终止签到

3. 获取签到列表

4. 获取签到记录

2023-04-27 2.5.2 

1. 设置企业成员发起会议的权限接口，增加对专网会议对设置。

2. 查询企业下可发起会议的成员列表接口，增加对专网会议或公网会议选项。

3. 移除企业成员发起会议权限接口，增加对专网会议的权限移除。   

2023-04-21 2.5.2 

1. 新增云录制事件：

2. 新增录制管理接口：云录制权限审批。 

云录制剪辑生成事件

云录制查看申请事件

2023-01-03 2.5.1 新增查询录制文件观看流水接口。

2023-01-03 2.5.1 新增上传文档接口。

2022-11-29 2.5.0 提供 Postman 调试模板。

2022-11-29 2.5.0

1. 新增会议室管理接口：                

2. 新增事件订阅：会议室应答事件。             

3. 查询会议室列表，查询会议室详情接口新增呼叫相关信息。    

修改会议室信息 

修改会议室配置项  

查询会议室配置项                    

呼叫会议室  

取消呼叫会议室  

查询会议室应答状态              

2022-04-01 2.4.5
1. 新增“创建会议”“修改会议””查询会议“事件主持人密钥参数。

2. 会议管理模块和网络研讨会管理模块新增”查询会议成员报名 ID”接口。

2022-03-29 2.4.5 更新鉴权方式中关于 X-TC-Action，X-TC-Region 的参数描述。

2022-03-25 2.4.5 更改“更改会中成员昵称”接口描述为可支持 MRA。

2022-03-18 2.4.4

1. 调整设置第三方推流地址接口。

2. 新增查询直播推流地址接口。

3. 调整联席主持人接口参数描述。

2022-03-14 2.4.4
1. 用户管理新增手机号地区。

2. 调整“获取账户级实时会议列表”接口中访问限制。

2022-03-08 2.4.4

1. Webhook 事件的事件操作者数组中加入 ms_open_id 的回传。

2. 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参数中新增 to_operator_id 和 to_operator_id_type。

3. “结束会议”事件新增 operator_id 和 operator_id_type 参数。

2022-02-24 2.4.3 1. 在“移出用户”“静音用户”“用户等候室设置”“结束会议”“关闭用户屏幕分享”“关闭用户视频”“会中状态设
置”“文档上传权限设置”接口中新增 operator_id 和 operator_id_type 参数，其中 operator_type 新增 
ms_open_id 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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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 uuid 参数描述。

3. 投票管理接口新增返回投票主题 ID，以及 userid 回传。

2022-02-23 2.4.3 新增“会议解除全体静音”“全体静音”两个接口。

2022-02-21 2.4.3

1. 查询会议“通过 ID 查询”"通过 Code 查询"接口中调整 Bool 字段，改为 Boolean，并加上判断值。

2. 修改“更改会中成员昵称”接口描述。

3. 修改 operator_id_type 参数描述。

2022-02-16 2.4.3
新增“通过会议 ID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通过会议 Code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 ”“会议 ID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会议 
Code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四个接口关于注意事项的描述。

2022-02-15 2.4.3 在 Webhook 会议管理事件中新增 open_id。

2022-01-24 2.4.2

1.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事件新增 ms_open_id 字段返回。

2. 修改“获取参会成员列表”事件中调用该接口需要的权限。

3. 更新“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文档，增加一个输出参数。

4. “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文档中输出示例增加企业名称显示。

5. 修改“会议管理” “网络研讨会管理文档接口参数。

2022-01-22  2.4.1  
1.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中的参数描述新增两个值。 

2. 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新增一个输出参数。 

2022-01-14  2.4.1  

1. 修改“删除用户”接口描述，增加特别说明。          

2. 增加一个错误码。           

3. 3. 修改“查询参会成员列表”字段描述。

2022-01-12  2.4.1  

1. 新增两个会议管理事件。          

2. 新增两个网络研讨会（Webinar）管理事件。          

3. 修改“会议管理”“网络研讨会（Webinar）管理”文档。 

2022-01-10 2.4.0 

1. 调整会议管理中几个事件的返回 rooms_id。

2. 调整“设置联席主持人”接口参数字段支持 ms_open_id。

3. 从会中管理模块移动“获取等候室成员列表”接口至会议管理模块。

2022-01-06 2.4.0 

1. 新增“查询会议室（Rooms）下的会议列表”接口、“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接口。

2. 修改“创建用户”“更新用户”两个接口的两处字段。

3. 预定会议室（Rooms）接口新增“会议主题是否可见”参数。

2021-12-28 2.4.0 新增三篇企业资源配置文档。修改企业资源配置几个标题及描述。

2021-12-17 2.3.9 修改了两个 REST API 错误代码的描述。

2021-12-10 2.3.8 
1. 更新“创建会议”，“修改会议”。            

2. 媒体参数配置对象的部分参数描述。

2021-12-08 2.3.8 更新 OAuth 鉴权 Webhook 配置介绍。

2021-12-07 2.3.8 修改第三方应用开发授权说明。

2021-11-30 2.3.8 
1. “移出用户”和“静音用户”支持操作 MRA 设备。            

2. 新增录制管理相关接口。

2021-11-25 2.3.7 
1. 新增创建用户专属参会链接、获取用户专属参会链接接口。

2. 更新获取等候室成员列表接口。

2021-11-24 2.3.6 

1. 更新查询会议、录制接口字段。

2. Webhook 增加创建者 instanceid、增加用户角色变更通知。

3. 更新个人会议号列表。

2021-11-18 2.3.5 修改创建会议接口同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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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6 2.3.5 1. 会议事件里的全部接口添加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2. 更改两处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参数类型。      

3. 更改两处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参数类型。      

4. 新增云会议报名接口。      

5. 更新网络研讨会接口字段。      

6. 更改结束会议接口描述。

2021-11-10 2.3.4 

1. 修改查询会议接口参会者字段。      

2. 修改两个查询会议接口的参会者字段。      

3. 删除输出参数里的 participants 参数。      

4. 修改会议对象里 participants 数组的参数描述。

2021-11-03 2.3.3 

1. 新增直播事件接口。      

2. 新增直播配置更新接口。      

3. 修改并调整“创建会议”“修改会议”“查询会议”接口。      

4. 把新增的“设置会议邀请成员”“获取会议受邀成员列表”两个接口放进“会议管理”中。

2021-10-27 2.3.2 更新内部会议和同声传译开关参数。

2021-10-21 2.3.1 
1. 修改查询单个录制地址标题及描述。      

2. 修改获取会议录制操作明细（查看、下载）数据标题及描述。

2021-10-20 2.3.1 
1. 新增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公共参数请求头内容。      

2. 新增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公共参数请求头内容。

2021-09-24 2.3.0 
1. 新增网络研讨会 API 文档。      

2. webhook 新增报名事件。

2021-09-22 2.2.2 
1. 修改查询结束会议参数类型字段。            

2. 新增查询 pmi 接口文档。

2021-09-17 2.2.1 修改直播管理配置密码字段描述。

2021-09-16 2.2.1 更新鉴权通讯录字段描述。

2021-09-13 2.2.0
1. 新增部门管理相关接口。            

2. 更新部分用户管理相关接口。

2021-09-10 2.1.2 更新创建会议接口、获取参会成员列表、获取用户详情字段。

2021-09-07 2.1.2 修改查询会议接口描述。

2021-08-09 2.1.1
1. 新增共享屏幕事件和直播事件。            

2. 新增用户角色相关接口。

2021-07-16 2.1.0 创建应用使用说明、新增应用管理事件订阅。

2021-07-13 2.0.3 新增获取等候室成员列表接口。

2021-06-28 2.0.2 新增用户唯一身份 ID 参数返回（uuid），新增会议控制和布局管理等相关接口。

2021-06-04 2.0.1 新增企业资源配置管理接口。

2021-04-29 2.0.0 新增文档管理、投票管理、会议室管理接口。

2021-04-14 1.9.1 新增 Webhook 签名代码示例。

2021-04-02 1.9.0 新增文档管理和会议嘉宾管理相关接口。

2021-03-31 1.8.1 增加周期性会议查询。

2021-03-16 1.8.0 新增查询用户已结束会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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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0 1.7.3 修改结束会议和获取参会成员列表参数。

2021-03-02 1.7.2 新增开启水印和水印样式设置。

2021-02-29 1.7.1 新增云录制数据分析及企业云录制列表。

2021-02-26 1.7.0 新增云录制事件订阅。

2021-01-26 1.6.0 新增仪表盘接口。

2021-01-14 1.5.0 新增自动会议录制接口。

2020-12-31 1.4.0 新增开发者联调工具。

2020-12-31 1.3.0 新增 Webhook 会议事件。

2020-12-18 1.2.1 新增录制管理接口。

2020-12-17 1.2.0 新增 OAuth 2.0接入方式。

2020-10-20 1.1.2 新增直播相关接口和参数设置。

2020-08-18 1.1.1 新增会议管理接口功能开关字段。

2020-04-20 1.1.0 新增用户管理接口。

2020-03-16 1.0.3 开发 API 文档修正。

2019-11-07 1.0.2 增加签名算法 Java 代码示例。

2019-10-07 1.0.1 全部 API 使用说明。

2019-09-13 1.0.0 新创建文档。

迭代明细

时间 版本 迭代明细

2023-05-23 2.5.3

新增签到管理接口：
1. 发起签到

2. 终止签到

3. 获取签到列表

4. 获取签到记录

2023-04-27 2.5.2

1. 设置企业成员发起会议的权限接口，增加对专网会议对设置。  

2. 查询企业下可发起会议的成员列表接口，增加对专网会议或公网会议选项。  

3. 移除企业成员发起会议权限接口，增加对专网会议的权限移除。

2023-04-21 2.5.2

1. 新增云录制事件：  

2. 新增录制管理接口：云录制权限审批

云录制剪辑生成事件  

云录制查看申请事件

2023-01-03 2.5.1 新增查询录制文件观看流水接口。

2023-01-03 2.5.1 新增上传文档接口。

2022-11-29 2.5.0 提供 Postman 调试模板，可以进行 OAuth 鉴权与接口调试。

2022-04-01 2.4.5

1. 新增“创建会议”“修改会议””查询会议“事件主持人密钥参数，修改接口描述支持创建周期性会议的主持人密
钥。  

2. “查询会议成员报名 ID”“查询网络研讨会成员报名 ID”新增”查询会议成员报名 ID” 接口。

2022-03-29 2.4.5
更新“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中关于 X-TC-Action，X-TC-Region 的
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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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5 2.4.5 更改“更改会中成员昵称”接口描述为可支持 MRA 设备作为被操作者时的改名操作。

2022-03-18 2.4.4

1. 调整设置第三方推流地址接口，可根据会议 ID 在会前和会中设置直播推流地址。  

2. 新增查询直播推流地址接口。  

3. 调整联席主持人接口参数描述，uuid 参数描述改成仅支持主持人。

2022-03-14 2.4.4
1. 用户管理新增手机号地区，具体为“创建用户”“通过 userid 更新用户”接口新增手机号地区。  

2. 调整“获取账户级实时会议列表”接口中访问限制，由“10次/min”改成“100次/min”。

2022-03-08 2.4.4

1. Webhook 事件的事件操作者数组中加入 ms_open_id 的回传，包括操作者【operator】、被操作者
【to_operator】、创建者【creator】、主持人【host】数组。  

2. 被操作用户对象 UserObj 参数中新增  to_operator_id 和 to_operator_id_type，其中 to_operator_type 
新增 ms_open_id 字段类型。  

3. “结束会议”事件新增 operator_id 和 operator_id_type 参数。userid 改为非必选。

2022-02-24 2.4.3

1. 在“移出用户”“静音用户”“用户等候室设置”“结束会议”“关闭用户屏幕分享”“关闭用户视频”“会中状态设

置”“文档上传权限设置”接口中新增 operator_id 和  operator_id_type 参数，其中 operator_type 新增 
ms_open_id 字段类型。  

2. 更新 uuid 参数描述为：操作者用户唯一身份 ID，仅支持主持人和联席主持人，且只适用于单场会议。  

3. 投票管理接口新增返回投票主题 ID，以及 userid 回传。具体为“获取会议下投票列表”“获取会议投票结果”新增 
vote_theme_id  参数。

2022-02-23 2.4.3 新增“会议解除全体静音”“全体静音”两个接口。

2022-02-21 2.4.3

1. 查询会议“通过 ID 查询”“通过 Code 查询”接口中调整 Bool 字段，改为 Boolean，并加上判断值。  

2. 修改“更改会中成员昵称”接口描述。  

3. 修改 operator_id_type 参数描述为：

操作者 ID 的类型：4：ms_open_id。仅支持主持人与联席主持人在会中进行调用操作。

2022-02-16 2.4.3
新增“通过会议 ID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通过会议 Code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 ”“会议 ID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会议 
Code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四个接口关于注意事项的描述：只有商业版/企业版/教育版用户可以使用会议嘉宾功能，免费
版尚无此功能。

2022-02-15 2.4.3
关于官网 Webhook 会议管理事件 userid 字段拆分，在 Webhook 会议管理事件关于 operator、to_operator、
creator、hosts 结构体中，新增 open_id。

2022-01-24 2.4.2

1.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事件新增 ms_open_id 字段返回，参数描述：当场会议的用户临时 ID，可用于会控操作，适
用于所有用户。  

2. 修改“获取参会成员列表”事件中调用该接口需要的权限：符合以下三个项权限中的任意一个：查看您的用户详细信息
（VIEW_USER_INFO）查看和管理您的详细用户信息（MANAGE_USER_INFO）查看您的用户基本信息信息
（VIEW_USER_BASIC_INFO）   

3. 更新“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文档，增加 open_corp_name 输出参数。  

4. “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文档中输出示例增加企业名称示，"open_corp_name"："腾讯"。  

5. 修改“会议管理” “网络研讨会管理文档”参数。具体为：修改“修改会议报名配置”“查询会议报名配置”“修改
网络研讨会报名配置”“查询网络研讨会报名配置”四个接口的参数。

2022-01-22 2.4.1

1.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中的参会人员对象参数 user_role 的参数描述新增两个值：

2. 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文档步骤二里，新增一个输出参数：

6：联席主持人

7：创建者+联席主持人  

参数名称：open_corp_id 

参数类型：string 

参数描述：授权用户的企业 ID，免费版用户返回为空。

2022-01-14 2.4.1

1. 修改“删除用户”接口描述，增加特别说明：此 API 不允许删除超级管理员。  

2. 增加一个错误码，如下：20004，不允许删除超级管理员。  

3. 修改“查询参会成员列表”字段描述，部分补充“当用户在会中时才能返回”说明。

2022-01-12 2.4.1 1. 新增“导入会议报名信息”“删除会议报名信息”事件。  

2. 新增“导入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删除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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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新“查询会议报名信息”和“查询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文档。

2022-01-10 2.4.0

1. 调整会议管理中几个事件的返回 rooms_id。  

2. 调整“设置联席主持人”接口参数字段支持 ms_open_id。  

3. 从会中管理模块移动“获取等候室成员列表”接口至会议管理模块。

2022-01-06 2.4.0

1. 新增“查询会议室（Rooms）下的会议列表”接口、“获取用户基本信息”接口。  

2. 修改“创建用户”“更新用户”两个接口的两处字段。更改 job_title 参数描述为：员工职位，长度范围[0,96]。  

3. 预定会议室（Rooms）接口新增“会议主题是否可见”参数，

参数名称：subject_visible

参数类型：boolean

参数描述：true：会议主题在 Rooms 上可见，默认可见。  false：会议主题在 Rooms 上不可见，持续到会议
开始前一个小时。

2021-12-28 2.4.0

1. 新增 “设置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查询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成员列表““移除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 三篇
企业资源配置文档。  

2. 修改“设置企业成员可发起大型会议权限“接口标题为“设置企业成员可发起大型会议权限（不再维护）“，其描述修
改为“该接口不再维护，使用设置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接口即可预留大型会议“。  

3. 修改“查询企业下可发起大型会议成员列表“接口标题为“查询企业下可发起大型会议成员列表（不再维护）“，其描
述修改为“该接口不再维护，使用查询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成员列表接口即可查询“。  

4. 修改“移除企业用户发起大型会议的权限“接口标题为“移除企业用户发起大型会议的权限（不再维护）“，其描述修
改为“该接口不再维护，使用移除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接口即可移除“。

2021-12-17 2.3.9

修改了两个 REST API 错误代码的描述。  
1. 190303  

2. 190325

请检查当前接口是否支持 OAuth 鉴权。请确认当前用户的 scopes（权限作用域）是否包含当前请求接口的 scope
（权限作用域）。

JWT 校验：未认证的 secret 信息，请检查请求头公共参数里字段 AppId 和 X-TC-Key 内容是否正确。字段 
SdkId 如未分配不要携带。  

OAuth 检验：请检查 OpenId 是否正确或 AccessToken 是否正确或已过期。  

2021-12-10 2.3.8 优化了创建会议与修改会议的媒体参数配置对象内，部分参数没有描述清楚 true 和 false 的问题，优化了该类型字段。

2021-12-08 2.3.8 更新 OAuth 鉴权 Webhook 配置介绍，使用 OAuth 鉴权用户可查看事件订阅配置介绍。

2021-12-07 2.3.8
修改第三方应用开发授权说明，调整为：第三方应用接入属于内测阶段，目前仅面向商业版、教育版和企业版客户提供能

力。

2021-11-30 2.3.8

1. “移出用户”和“静音用户”支持操作 MRA 设备。  

2. 录制管理接口里新增查询会议纪要详情接口。  

3. 新增查询会议纪要段落信息接口。  

4. 新增查询会议纪要搜索结果接口。

2021-11-25 2.3.7

1. 新增创建用户专属参会链接接口。  

2. 新增获取用户专属参会链接接口。  

3. 更新获取等候室成员列表接口。

2021-11-24 2.3.6

1. 查询会议、录制接口增加 operator_id 字段，填写 RoomsID 进行查询。  

2. Webhook 增加创建者 instanceid，区分会议是否为 Rooms 创建。  

3. Webhook 增加用户角色变更通知，可以获得会中角色变更后的信息。  

4. 更新个人会议号列表可以通过个人会议号查询该会议号下的所有信息。

2021-11-18 2.3.5

修改创建会议接口同传字段。
参数类型改为：Boolean

参数描述改为：同声传译开关，默认值为 false。

false：不开启 

true：开启同声传译

2021-11-16 2.3.5 1. 会议事件里的全部接口添加用户的终端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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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改两处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参数类型：  X-TC-Timestamp-String  X-TC-Nonce-String  

3. 更改两处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 2.0）参数类型：  X-TC-Timestamp-String  X-TC-Nonce-String  

4. 新增云会议报名接口。  

5. 更新网络研讨会接口。  

6. 更改结束会议接口描述。

2021-11-10 2.3.4

1. 修改查询会议接口参会者字段。  

2. 修改两个查询会议接口的参会者字段。  

3. 删除输出参数里的 participants 参数。  

4. 修改会议对象里 participants 数组的参数描述。

2021-11-03 2.3.3

1. 新增直播事件接口，把原来的直播开始跟直播结束归于其中。  

2. 新增直播配置更新接口。  

3. 修改并调整“创建会议”“修改会议””查询会议“现有的几个接口。  

4. 把新增的”设置会议邀请成员“”获取会议受邀成员列表“两个接口放进“会议管理”中。

2021-10-27 2.3.2

1. 创建会议接口新增入参。  

2. 查询会议接口（id 和 code 查询）新增出参。  

3. 查询用户的会议列表接口新增出参。  

4. 修改会议接口新增入参。

2021-10-21 2.3.1

1. 修改查询单个录制地址标题及描述，标题及目录修改为：查询单个录制详情（文件、纪要），描述修改为：查询单个云
录制的详情信息，包括录制文件和会议纪要，并可获取播放地址和下载地址。企业 secert 鉴权用户可获取该用户所属
企业下的单个录制列表，OAuth 2.0鉴权用户只能获取该企业下 OAuth 2.0应用的单个录制列表。  

2. 修改获取会议录制操作明细（查看、下载）数据标题及描述，标题及目录修改为：获取会议录制操作（查看、下载）记
录，描述修改为：查询会议录制 ID 对应的操作记录，包括用户查看和下载，暂不支持 OAuth 2.0鉴权访问。

2021-10-20 2.3.1

1. 新增企业自建应用鉴权（JWT）-公共参数请求头内容，

传入格式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2. 新增第三方应用鉴权（OAuth2.0）-公共参数请求头内容。

传入格式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参数名称：Content-Type

类型：String

必选：是

描述：内容类型。

参数名称：Content-Type

类型：String

必选：是

描述：内容类型

2021-09-24 2.3.0

1. 新增网络研讨会 API 文档。

2. webhook 新增一类-报名事件。

创建网络研讨会

修改网络研讨会

查询网络研讨会

取消网络研讨会

修改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

查询网络研讨会嘉宾列表

修改网络研讨会报名配置

查询网络研讨会报名配置

查询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

审批网络研讨会报名信息

网络研讨会用户报名事件

网络研讨会用户取消报名事件

2021-09-22 2.2.2 1. 修改查询结束会议参数类型字段，查询会议 > 会议对象 >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的参数类型由 “String” 改为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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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查询 pmi 接口文档，在 REST-API 用户管理模块下新增查询个人会议号配置信息。

2021-09-17 2.2.1
修改直播管理配置密码字段描述，“通过会议 ID 修改“和“通过会议 Code” 中描述都改为“直播密码，当设置开启直
播密码时需要填写，如不填写则表示跟会议创建时的会议密码保持一致。”

2021-09-16 2.2.1 更新鉴权通讯录字段描述。

2021-09-13 2.2.0

1. 新增创建部门接口。  

2. 新增更新部门接口。  

3. 新增删除部门接口。  

4. 新增查询部门详情接口。  

5. 新增查询部门列表接口。  

6. 账户级接口新增查询部门用户列表接口。  

7. 用户管理接口增加部门相关信息。

2021-09-10 2.1.2

1. 更新创建会议接口。  

2. 更新获取参会成员列表。  

3. 更新获取用户详情字段。

2021-09-07 2.1.2
1. 修改查询会议接口描述。  

2. 删除查询会议接口 > 通过会议 code 查询 > 子会议对象中  first_start_time 和 first_end_time 两个参数。

2021-08-09 2.1.1

新增共享屏幕开启事件。  

新增共享屏幕结束事件。  

新增直播开始事件。  

新增直播停止事件。  

新增为企业成员添加角色接口。  

新增变更企业成员角色接口。  

新增删除企业角色接口。

2021-07-16 2.1.0

应用鉴权说明。  

企业自建应用说明。  

第三方应用说明。  

新增应用开通事件通知。  

新增应用停用事件通知。  

新增应用授权事件通知。  

新增应用取消授权事件通知。

2021-07-13 2.0.3

1. 新增获取等候室成员列表接口。  

2. 新增设置第三方直播推流地址接口。  

3. 新增获取直播观看人数接口。

2021-06-28 2.0.2 1. 新增查询账户布局模板列表接口。  

2. 新增添加会议布局接口。  

3. 新增修改会议布局接口。  

4. 新增设置会议默认布局接口。  

5. 新增删除会议布局接口。  

6. 新增批量删除会议布局接口。  

7. 新增查询会议布局列表接口。  

8. 新增添加会议背景接口。  

9. 新增设置会议默认背景接口。  

10. 新增删除会议背景接口。  

11. 新增批量删除会议背景接口。  

12. 新增查询会议背景列表接口。  

13. 新增 C#、Python、PHP、C++、JAVA、GO 签名校验 demo 事例。  

14. Webhook 新增 C#demo 事例。  

15. Webhook 回调数据增加会议类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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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增加用户唯一身份、用户角色、链接方式、入会方式、网络类型、客户端版本、麦克风状态、摄像
头状态、屏幕共享状态等参数返回。  

17. 新增会中状态设置接口。  

18. 新增会中设置联席主持人接口。  

19. 新增会中移出用户接口。  

20. 新增会中控制用户开关麦克风接口。  

21. 新增会中关闭用户屏幕共享接口。  

22. 新增会中关闭用户视频接口。  

23. 新增文档上传权限设置接口。  

24. 新增会中等候室控制接口，支持主持人将等候室成员移入会议、主持人将会议成员移入等候室、主持人将等候室成员
移出等候室。  

25. 创建用户接口增加用户信息参数返回，增加用户唯一身份 uuid。  

26. 新增通过 uuid 更新用户接口。  

27. 新增通过 uuid 获取用户详情接口。  

28. 新增通过 uuid 删除用户接口。  

29. 查询会议录制地址增加会议纪要下载地址返回。  

30. 查询单个录制文件地址增加会议纪要下载地址返回。

2021-06-04 2.0.1

1. 新增设置企业成员发起会议权限接口。  

2. 新增查询企业下可发起会议的成员列表接口。  

3. 新增移除企业用户发起会议权限接口。  

4. 新增设置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接口。  

5. 新增查询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接口。  

6. 新增移除企业预留虚拟会议室名单接口。  

7. 新增设置企业成员可发起大型会议权限接口。  

8. 新增查询企业可发起大型会议成员名单接口。  

9. 新增移除企业用户发起大型会议权限接口。

2021-04-29 2.0.0

1. 新增获取会议文档列表接口。  

2. 新增获取用户文档列表接口。  

3. 新增修改文档权限接口。  

4. 新增删除文档接口。  

5. 新增创建会议投票主题接口。  

6. 新增编辑会议投票主题接口。  

7. 新增获取会议投票主题列表接口。  

8. 新增获取会议下投票列表接口。  

9. 新增获取会议投票结果接口。  

10. 新增删除投票主题接口。  

11. 新增删除会议投票接口。  

12. 新增查询账户 Rooms 资源接口。  

13. 新增会议室列表接口。  

14. 新增生成设备激活码接口。  

15. 新增查询会议室详情接口。  

16. 新增查询设备列表接口。  

17. 新增预定会议室接口。  

18. 新增释放会议室接口。

2021-04-14 1.9.1

1. 新增 Webhook 签名校验代码示例。  

2. 新增 Webhook 常见问题。  

3. 优化通过会议 ID 修改直播配置接口。  

4. 优化通过会议 Code 修改直播配置接口。

2021-04-02 1.9.0 1. 预定会议新增允许成员上传文档设置、会议嘉宾设置、直播水印设置。  

2. 根据会议 ID 查询会议新增允许成员上传文档设置参数返回、会议嘉宾列表参数返回、直播水印参数返回。  

3. 根据会议 code 查询会议新增允许成员上传文档设置参数返回、会议嘉宾列表参数返回、直播水印参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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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会议新增允许成员上传文档设置、会议嘉宾设置、直播水印设置。  

5. 通过会议 ID 修改直播配置新增直播水印信息设置。  

6. 通过会议 code 修改直播配置新增直播水印信息设置。  

7. 查询会议录制列表增加时间区间检索。  

8. 获取账户级会议录制列表增加会议创建者 userid 参数返回。  

9. 新增获取会议文档列表接口。  

10. 新增获取用户文档列表接口。  

11. 新增修改文档权限接口。  

12. 新增删除会议文档接口。  

13. 新增按照会议 ID、会议 code 查询会议嘉宾列表接口。  

14. 新增根据会议 ID、会议 code 修改会议嘉宾列表接口。

2021-03-31 1.8.1
1. 查询参会成员列表支持按照周期性会议子会议号进行查询。  

2. 查询用户会议列表增加周期性会议子会议列表返回。

2021-03-16 1.8.0

1. 新增获取用户已结束会议列表接口。  

2. 支持 OAuth 授权获取用户已结束会议列表。  

3. Webhook 增加入会用户名称。  

4. 开发者工具增加接口调试范围，支持新增接口调试。

2021-03-10 1.7.3
1. 结束会接口，输入参数已更新 retrieve_code  字段说明。  

2. 获取参会成员列表接口，输出参数已新增 instanceid 字段。

2021-03-02 1.7.2

1. 创建会议增加开启屏幕共享水印及单排或多排水印样式设置。  

2. 修改会议增加开启屏幕共享水印及单排或多排水印样式设置。  

3. 通过会议 ID 和会议 Code 查询增加开启屏幕共享水印及单排或多排水印样式参数返回。

2021-02-29 1.7.1

1. 新增查询录制文件访问数据接口。  

2. 新增获取会议录制查看和下载明细接口。  

3. 新增获取账户级会议录制列表接口。  

4. 查询会议录制地址接口增加播放地址参数。  

5. 查询单个录制地址接口增加播放地址参数。

2021-02-26 1.7.0

1. 支持开始云录制事件通知。  

2. 支持暂停云录制事件通知。  

3. 支持恢复云录制事件通知。  

4. 支持停止云录制事件通知。  

5. 支持云录制转码完成后事件通知。  

6. 支持云录制转码处理失败事件通知。  

7. 支持删除云录制事件通知。



腾讯会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37 共739页

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2 13:08:33

若 Rest API 调用失败，返回的 HTTP Status Code 不为200时，则响应体为错误信息，包含错误码和详细的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结果

服务错误，HTTP Status Code 统一返回500。

API请求错误，HTTP Status Code 统一返回400。

详细的错误信息可解析返回消息体中的 JSON 串。

示例

HTTP/1.1 500

{

        "error_info": {

                "error_code": 9003,

                "message": "MEETING NOT EXIST"

        }

}

REST API 错误码列表

错误码 说明

4051 录制文件已经被删除。

9002 获取 TinyId 错误或者 meetingId 错误。

9003 会议不存在。

9008 创建会议数量超过限制。

9042 无权限操作。

9061 查询会议过于频繁，超过限频次数。

9093 会议主题（subject）包含敏感词。

9098 会议数量超过限制。

9099 无权限进入预定会议。

9100 无权限预定会议。

9101 无权限加入会议。

9102 无权限修改会议。

9103 暂不支持将 rooms 移入等候室。

9104 无法停止该设备视频。

10000 用户管理 API 调用未知错误类型。

10001 用户管理 API 调用参数错误。

10005 app-version 被禁用。

20001 用户不存在。

20002 用户已存在。

20003 用户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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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4 不允许删除超级管理员。

20006 修改的时间段内存在会议室被占用。

40000 手机号码不合法。

41001 邮箱地址不合法。

41002 邮箱已被使用。

41003 手机号码已存在。

50000 企业 ID 不合法。

50001 企业不可用。

156009

场景：创建用户接口返回“人数超出上限错误”。
用户申请到的免费 secretId 可以创建的账户数量最大值为99，当创建企业用户超出购买的账户数上限后会遇到该错误，返回显示如下
错误信息：

{"error_info":{"error_code":156009,"message":"人数超出上限"}} 。

遇到该错误提示，请使用腾讯会议 在线支持 升级您所购买的用户数量许可。

升级用户数量许可后，再次尝试，不超出购买上限，则错误不会出现。

190001 用户未创建，请参见 创建用户 。

190004 请求参数错误。

190300 API 请求头里的时间戳参数 X-TC-Timestamp 取值与服务器当前时间差距超过5分钟，视为非法请求。

190301
请求重放错误，请求头里的 X-TC-Timestamp 和 X-TC-Nonce 每次请求时需重新生成，不能使用和过去五分钟内相同的 
timestamp 和 nonce。

190303
JWT 校验：未认证的 secret 信息，请检查请求头公共参数里字段 AppId 和 X-TC-Key 内容是否正确。字段 SdkId 如未分配不要
携带。

OAuth 检验：请检查 OpenId 是否正确或 Access Token 是否正确或已过期。

190310 每分钟总接口调用次数超过限制。  注意：默认限制为1分钟内会议所有 API 调用不超过300次，账户级接口不超过100次。

190311 每天总接口调用次数超过限制。

190312 每天单个接口调用次数超过限制。

190315 非会议创建者，无权限操作。

190316 不存在直播的信息。

190317 无开启直播。

190318 查询会议详情失败。

190319 修改直播配置信息失败。

190325
1. 请检查当前接口是否支持 OAuth 鉴权。

2. 请确认当前用户的 scopes（权限作用域）是否包含当前请求接口的 scope（权限作用域）。

200001 API 请求头缺失必填字段。

200002 API 请求重放判定。

200003 API 调用签名验证错误。

200004 不支持的 API 请求。

200005 JSON 串解析错误。

200006 API 请求参数出错。

204001 用户数据已存在或用户数据错误。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nline_service?from=doc_10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95/4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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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uth2.0 错误码列表

错误码 说明

0 正常。

10 参数错误，具体字段错误原因，详细见 message 字段。

20 系统内部错误。

1001 应用被封禁。

1002 授权码（auth_code）无效、过期。

1003 应用密钥（secret）异常。

1004 用户 ID（open_id）异常。

1005 访问凭证（access_token）过期。

1006 续约凭证（refresh_token）过期。

999 系统内部错误，具体字段错误原因，详细见 message 字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