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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快速入门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3 14:24:21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支持使用 TCP 协议和 HTTP 协议的多语言客户端 SDK 收发消息，本文主要介绍使用这

两种协议的 SDK 收发普通消息的操作流程。

使用说明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支持的消息类型有普通消息、定时与延时消息、顺序消息和事务消息四种，本文以介绍

收发普通消息为例，其他类型的消息介绍请参见 消息类型 。

说明：

不同消息类型的 Topic 不能混用，因此您创建的普通消息的 Topic，不能用于收发其他类型的消息。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支持 TCP 协议和 HTTP 协议接入，因此，建议您分别为两种协议创建对应类型的 

Group，若多个消费者使用同一个 Group 消费消息，其中部分消费者使用 TCP 协议，部分消费者使用 

HTTP 协议，可能会导致消费失败、部分消息重复或丢失。

TCP 协议和 HTTP 协议均支持公网和 VPC 网络接入地址，生产环境默认推荐 VPC 网络，公网接入地址默认

不开通，如需开通公网访问，虚拟集群可以 提交工单 申请，专享集群可以通过 调整公网带宽 来开启/关闭公网访

问。建议公网访问只在测试、调试等不影响生产环境的场景下使用。

说明：

TCP 协议和 HTTP 协议在各地域均可提供支持，若您当前的实例所在地域未支持 HTTP 协议且有使

用需求，可以 提交工单 申请。

使用流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93/6157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93/61594#7d333582-565e-4765-89df-d5193933815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 共15页

 Topic

 TCP  HTTP 

 TCP  SDK  HTTP  SDK 

 RocketMQ 

 Group TCP  Group HTTP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 共15页

使用 TCP 协议收发消息

资源创建与准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7 10:13:02

在使用 TCP 协议的 SDK 收发消息前，您需要在消息队列 RocketMQ 控制台中创建集群、Topic 等资源，运行

客户端时需要配置相关的资源信息。

已 注册腾讯云账号 。

1. 登录 TDMQ 控制台 ，进入集群管理页面，选择好目标地域。

2. 单击新建集群，集群类型可以选择虚拟集群，填写好集群名称和说明，单击确定，创建一个集群。

3. 在集群列表页面，单击创建好的集群ID，在集群基本信息页面的网络模块，可以查看到集群的接入点信息。

1. 在集群列表页面，单击步骤1创建好的集群的“ID”，进入集群基本信息页。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步骤1：新建集群

步骤2：创建命名空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cket-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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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顶部的命名空间页签，单击新建，设置好命名空间名称和描述信息，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2. 在集群管理页面，单击步骤1创建好的集群的“ID”，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3. 在页面上方选择命名空间页签，找到刚刚创建的命名空间，单击操作栏的配置权限。

4. 在配置权限页面，单击添加角色，为刚刚创建的角色添加生产消费权限。

1. 在命名空间列表页，选择顶部的 Topic 页签，进入 Topic 列表页。

2. 选择 步骤3  创建好的命名空间，单击新建，填写好 Topic 名称，消息类型选择普通消息，单击确定，创建一个 

Topic。

步骤3：创建角色并授权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角色管理，单击新建，创建一个角色。

步骤4：创建 Topic

说明：

本文以收发普通消息为例进行说明，因此，您参考上述步骤创建的普通消息的Topic，不能用于收发其他类

型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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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Topic 列表页，选择顶部的 Group 页签，进入 Group 列表页。

2. 选择刚刚创建好的命名空间，单击新建，填写好 Group 名称，协议类型选择 TCP，单击确定，创建一个 

Group。

步骤5：创建 Group

说明：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支持 HTTP 协议和 TCP 协议，因此，建议您分别为两种协议创建对应类型

的 Group，若多个消费者使用同一个 Group 消费消息，其中部分消费者使用 TCP 协议，部分消费者

使用 HTTP 协议，可能会导致消费失败、部分消息重复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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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DK 收发普通消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3 14:24:24

本文以调用 Java SDK 为例介绍通过开源 SDK 实现消息收发的操作过程，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消息收发的完整过

程。

在 Java 项目中引入相关依赖，以 Maven 工程为例，在 pom.xml 添加以下依赖：

操作场景

说明

以 Java 客户端为例说明，其他语言客户端请参见 SDK 文档 。

前提条件

完成资源创建与准备

安装1.8或以上版本 JDK

安装2.5或以上版本 Maven

下载 Demo

操作步骤

步骤1：安装 Java 依赖库

说明

依赖版本要求 ≥ 4.9.3。

<!-- in your <dependencies> block -->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rocketmq</groupId>

     <artifactId>rocketmq-client</artifactId>

     <version>4.9.3</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rocketmq</groupId>

     <artifactId>rocketmq-acl</artifactId>

     <version>4.9.3</version>

</dependen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93/653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93/61591
https://www.oracle.com/java/technologies/javase-downloads.html
http://maven.apache.org/download.cgi#
https://tdmq-document-1306598660.cos.ap-nanjing.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demo/rocketmq/tdmq-rocketmq-java-sdk-demo.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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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消息由多种方式，同步发送、异步发送、单向发送等。

步骤2：生产消息

1. 创建消息生产者

// 实例化消息生产者Producer

DefaultMQProducer producer = new DefaultMQProducer

     namespace, 

     groupName,

     new AclClientRPCHook new SessionCredentials accessKey, secretKey  

     // ACL权限

// 设置NameServer的地址

producer.setNamesrvAddr nameserver

// 启动Producer实例

producer.start

(

( ( ))

);

( );

();

参数 说明

names

pace

命名空间的名称，在控制台命名空间页面复制。

groupN

ame
生产者组名称，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Group 页签中复制。

names

erver
集群接入地址，在控制台集群基本信息页面的网络模块复制。

secret

Key
角色名称，在 角色管理  页面复制。

access

Key

角色密钥，在 角色管理  页面复制密钥列复制。

2. 发送消息

同步发送

for int i = 0  i < 10  i++  (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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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建消息实例，设置topic和消息内容

     Message msg = new Message topic_name, "TAG", "Hello RocketMQ " + i .getBytes

     // 发送消息

     SendResult sendResult = producer.send msg

     System.out.printf "%s%n", sendResult

( ( )

( );

( );

}

参数 说明

topic_name 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Topic 页签中复制具体 Topic 名称。

TAG 用来设置消息的 TAG。

异步发送

// 设置发送失败后不重试

producer.setRetryTimesWhenSendAsyncFailed 0

// 设置发送消息的数量

int messageCount = 10

final CountDownLatch countDownLatch = new CountDownLatch messageCount

for int i = 0  i < messageCount  i++  

     try 

             final int index = i

             // 创建消息实体，设置topic和消息内容

             Message msg = new Message topic_name, "TAG", "Hello rocketMq " + index

             producer.send msg, new Send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SendResult sendResult  

                             // 消息发送成功逻辑

                             countDownLatch.countDown

                             System.out.printf "%-10d OK %s %n", index, sendResult.getMsgId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xception Throwable e  

                             // 消息发送失败逻辑

                             countDownLatch.countDown

                             System.out.printf "%-10d Exception %s %n", index, e

                             e.printStackTrace

                     

             

      catch 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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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MQ RocketMQ 版支持 push 和 pull 两种消费模式。

countDownLatch.await 5, TimeUnit.SECONDS

}

( );

参数 说明

topic_name 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Topic 页签中复制具体 Topic 名称。

TAG 用来设置消息的 TAG。

单向发送

for int i = 0  i < 10  i++  

     // 创建消息实例，设置topic和消息内容

     Message msg = new Message topic_name, "TAG", "Hello RocketMQ " + i .getBytes

     // 发送单向消息

     producer.sendOneway msg

( ; ; ) {

( ( )

( );

}

参数 说明

topic_name 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Topic 页签中复制具体 Topic 名称。

TAG 用来设置消息的 TAG。

说明

批量发送及其他情况可参见 Demo  或 社区文档 。

步骤3：消费消息

1. 创建消费者

push 消费者

// 实例化消费者

DefaultMQPushConsumer pushConsumer = new DefaultMQPushConsumer

     namespace,                                                  

     groupName,                                              

     new AclClientRPCHook new SessionCredentials accessKey, secretKey  //ACL权限

// 设置NameServer的地址

pushConsumer.setNamesrvAddr nameserver

(

( ( )));

( );

https://tdmq-document-1306598660.cos.ap-nanjing.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demo/rocketmq/tdmq-rocketmq-java-sdk-demo.zi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rocketmq-demo/tree/main/java/rocketmq-demo/rocketmq4/src/main/java/com/tencent/demo/rocketm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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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names

pace

命名空间的名称，在控制台命名空间页面复制。

groupN

ame
生产者组名称，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Group 页签中复制。

names

erver
集群接入地址，在控制台集群基本信息页面的网络模块复制。

secret

Key
角色名称，在 角色管理  页面复制。

access

Key

角色密钥，在 角色管理  页面复制密钥列复制。

pull 消费者

// 实例化消费者

DefaultLitePullConsumer pullConsumer = new DefaultLitePullConsumer

     namespace,                                               

     groupName,                                             

     new AclClientRPCHook new SessionCredentials accessKey, secretKey

// 设置NameServer的地址

pullConsumer.setNamesrvAddr nameserver

// 设置从第一个偏移量开始消费

pullConsumer.setConsumeFromWhere ConsumeFromWhere.CONSUME_FROM_FIRST_O

(

( ( )));

( );

(

参数 说明

name

space
命名空间的名称，在控制台命名空间页面复制，格式是集群 ID + |+ 命名空间。

group

Name
生产者组名称，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Group 页签中复制。

name

server
集群接入地址，在控制台集群管理页面的集群列表操作栏的接入地址处获取。

secret 角色名称，在 角色管理  页面复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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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消费模式不同，订阅方式也有所区别。

Key

acces

sKey

角色密钥，在 角色管理  页面复制密钥列复制。

说明

更多消费类型可参见 Demo  或 RocketMQ 官方文档  。

2. 订阅消息

push 订阅

// 订阅topic

pushConsumer.subscribe topic_name, "*"

// 注册回调实现类来处理从broker拉取回来的消息

pushConsumer.registerMessageListener MessageListenerConcurrently  msgs, contex

     // 消息处理逻辑

     System.out.printf "%s Receive New Messages: %s %n", Thread.currentThread .get

     // 标记该消息已经被成功消费, 根据消费情况，返回处理状态

     return ConsumeConcurrentlyStatus.CONSUME_SUCCESS

// 启动消费者实例

pushConsumer.start

( );

(( ) (

( ()

;

});

();

参数 说明

topic_

name
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Topic 页签中复制具体 Topic 名称。

"*"
订阅表达式如果为 null 或*表达式表示订阅全部，同时支持 "tag1 || tag2 || tag3" 标识订阅

多个类型的 tag。

pull 订阅

// 订阅topic

pullConsumer.subscribe topic_name, "*"

// 启动消费者实例

pullConsumer.start

try 

     System.out.printf "Consumer Started.%n"

( );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le
https://tdmq-document-1306598660.cos.ap-nanjing.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demo/rocketmq/tdmq-rocketmq-java-sdk-demo.zip
https://rocketmq.apache.org/docs/simple-example/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 共15页

登录 TDMQ 控制台 ，在集群管理 > Group 页面，可查看与 Group 连接的客户端列表，单击操作列的查看详

情，可查看消费者详情。

     while true  

             // 拉取消息

             List<MessageExt> messageExts = pullConsumer.poll

             System.out.printf "%s%n", messageExts

     

 finally 

     pullConsumer.shutdown

( ) {

();

( );

}

} {

();

}

参数 说明

topic_

name
在控制台集群管理中 Topic 页签中复制具体 Topic 名称。

"*"
订阅表达式如果为 null 或*表达式表示订阅全部，同时支持 "tag1 || tag2 || tag3" 标识订阅

多个类型的 tag。

步骤4：查看消费详情

说明

上述是对消息的发布和订阅方式的简单介绍。更多操作可参见 Demo  或 社区文档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
https://tdmq-document-1306598660.cos.ap-nanjing.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demo/rocketmq/tdmq-rocketmq-java-sdk-demo.zi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rocketmq-demo/tree/main/java/rocketmq-demo/rocketmq4/src/main/java/com/tencent/demo/rocketmq4

